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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離心模型實驗技術及研發進行跨單位合作。本次試驗針對樁基礎之受震反應與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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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容量等研究主題進行離心模型樁振動台試驗與單樁側推試驗。本文主要介紹近期
剛完成之離心模型樁動態試驗與初步試驗結果。

二、離心模型試驗與中央大學地工離心機簡介
離心模型試驗是以人造離心力來模擬重力場，可將地工構造模型的自重與受力
情況提升至與原型（prototype）相同的狀態。在 Ng 離心加速度下，原型長度較離心
模型增加 N 倍，在材料密度相同的條件下，原型質量為離心模型的 N3 倍，原型受力
則為離心模型的 N2 倍。若在離心試驗中考量地震引致之慣性力動態作用，將原型的
振動加速度振幅提高 N 倍，並把振動頻率增加 N 倍（即振動歷時為原型之 1/N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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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離心模型樁動態試驗
本研究為了比較在相同土層條件下、不同樁頭荷載條件之影響，設計長短兩根
模型樁進行試驗。長樁（L pile）長度 40.5 cm 並於樁頂部設置一個重量為 0.23 kg 的
質量塊，短樁（S pile）長 30.5 cm，樁頭並無質量塊，兩根樁皆為外徑 1.27 cm、內
徑 1.07 cm 之鋁合金樁，楊氏係數（E）為 7×106 N/cm2。自樁頭起算，每 2 cm 處樁
身黏貼應變計至高程 -20 cm 處，最後在靠近樁底處（高程 -28 cm）亦有設置應變計，
總計每根樁共有 12 組應變計。兩根樁樁底採鉸接（Hinge）方式固定於試驗箱底部
（參見圖一）。
將模型樁置入試驗箱後，便利用霣降器霣降乾砂試體至箱內，本試驗所使用之
砂料為細石英砂，平均粒徑為 0.19 mm，比重約為 2.6，土壤分類屬 SP。為了避免多
次動態試驗造成砂土鬆緊程度改變，本試驗採用較緊密的霣降模式設定，控制砂體
相對密度 Dr 接近於 80%之緊砂，霣降完成後砂土厚度為 31.7 cm。為了瞭解樁頂與
樁周土壤的動態行為，在 L pile 樁頂質量塊上下設置兩處加速度計，可得出樁頂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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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力作用時的加速度與轉角加速度；在距離 L pile 與 S pile 2.5 cm
處以及靠近剪力箱邊界 5 cm 處之土層不同深度（分別距箱底 6 cm、
18 cm、28 cm 處）設置加速度計量測樁周近域土壤與遠域自由場
土壤動態行為，整個樁土試體與量測儀器配置情況如圖二、圖三
所示。

圖四 離心模型樁與剪力箱土樣試體實照

四、試驗結果
在此以頻率 0.5 Hz、振幅 0.06 g 之試驗結果為例，圖五 L pile
為樁頭質量頂部 Acc_29 加速度計與振動台加速度計 Acc_8 兩者
之歷時紀錄比較。圖六為 L pile 與 S pile 樁身應變計（高程-1.6m
處）換算得出之彎矩歷時反應，可發現 L pile 頂部質量塊所貢獻
之動態作用力對於樁身彎矩變化情況遠較 S pile 來的顯著。

圖一 模型樁試體

圖五 L pile 樁頭質量加速度值與輸入運動比較－0.06g 試驗

圖二 離心模型樁與剪力箱土層試驗配置

圖六 L pile 與 S pile 樁身彎矩歷時紀錄比較－0.06g 試驗
進一步將 L pile 樁頭頂部 Acc_29 加速度計、鄰近 L pile 之加
速度計 Acc_18（代表近域土層）與靠近剪力箱邊界之加速度計
Acc_27（代表遠域自由場土層）三者與振動台加速度計 Acc_8（代
圖三 離心模型樁試驗量測儀器配置
將全部試體（參見圖四）置於離心機上並持續繞行至離心加
速度為 80 g 的重力場，此時原型與離心模型之間的因次比例為 80
倍，意即 L pile 原型樁長為 32.4 m，S pile 原型樁長為 24.4 m，砂
層深度為 25.36 m（其餘原型對應尺寸參見圖二括號內數值），而
L pile 樁頂重量在原型則變為 117.76 ton。等到儀器訊號穩定後，
開始進行單頻動態試驗，本研究所輸入的動態運動均為 0.5 Hz，
紀錄歷時 70 sec，振幅由 0.02 g、0.04g、0.06g、0.08g 至 0.1g，每
次單頻試驗後均施作白噪（white noise）振動測試，用來確認下階
段單頻測試時試體與土體之初始動態性質。

2／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93 期

表輸入運動）之間的轉換函數繪出於圖七。由圖七可發現自由場/
輸入運動（圖中綠線）以及近域土層/輸入運動的轉換函數（圖中
藍線）非常相似，主要顯著頻率約 2.05 Hz，利用單向度剪力波傳
理論可計算得出在此試驗中砂土層等值剪力波速約為 208 m/sec。
圖中紅線則代表樁頭/輸入運動之轉換函數，可知樁土系統之顯著
頻率落在 0.56 Hz，低於土層頻率 2.05 Hz。後續將以本次試驗數
據建立數值模型進行分析比對，更進一步釐清樁土互制作用，可
將成果回饋至下階段樁頭動態側推試驗分析中。
副研究員 許尚逸、研究員 邱俊翔
中央大學土木系教授 李崇正、助理教授 洪汶宜、研究生 楊宗翰

《大地基礎工程試驗研究之二》

近景影像測量於地工構造災後勘查之應用
一、 前言
在台灣，地震與颱風屬於常見之天然災害，且兩者均易於導
致地工構造之破壞。因此，為能供緊急應變參考之用，吾人對災
害發生後之災損快速檢測有著大量之需求。對地工構造而言，其
位移與變形對於損傷程度之評估甚為重要；然而，地工災害之場
址有時並不易接近，造成無法近接觀察其損壞狀態。本研究中，
為了發展間接式之檢測技術，將引入基於相對方位技術(relative
orientation technique) 之 近 景 影 像 測 量 方 法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對於一段距離外之物體，此技術可在無地表控

圖二 影像對間之共面條件幾何關係示意圖

制點之情況下，重建具一定精度之空間資訊；其僅需要對同一場
景由不同觀測點拍攝兩幀部分重疊之照片，以及任何一個已知尺
寸之現地物體作為參考尺度，因而相當適合應用在需對位於難以
接近場址之受損地工構造進行快速測量之場合。

二、基於相對方位之近景影像量測

三、應用範例：擋土牆破壞案例
2013 年 6 月 2 日，南投縣仁愛鄉發生一起 ML 6.5 之地震，南
投縣境內大部分區域之震度達到五級(80~250gal)。在如此之強震
作用下，鹿谷國中之擋土牆因而受損，其牆體與背填土分離，並
造成其翼牆產生巨大裂縫。為演示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在此採

為了利用由不同視點拍攝之一對影像來建立特定場景範圍之
三維立體模型，需利用通過共軛點（意指影像對中對應到同一物
點之像點）之投影光線將於空間中交會之關係，此一過程稱為相
對方位求解。每幀影像有六個未知外方位參數，分別為三個位置

用前述案例於現地拍攝之一對影像作為範例，如圖三所示。首先，
在影像對上選取足夠數量（約 20 個）且均勻分佈之共軛點以降低
誤差，並利用前節所述之共面條件與相關運算方法，便可將所有
共軛點之相對座標求出。如此一來，根據影像中男性之身高與擋

參數(XL, YL, ZL)，以及三個轉角參數(ω, φ, κ)，則一組影像對共有

土牆節塊單元之高度，便可求得由 B 點至 A 點之位移向量，並可

十二個未知數。如圖一所示，若定義模型之坐標系統平行於第一

算出外移量為 31.6 cm，此結果與利用捲尺在牆頂測得之外移量

幀影像之像坐標系統，則第一幀影像之六個方位參數便可決定，

30 cm 相當接近。因此，本研究所採用基於影像對間相對方位關

而第二幀影像之其中一個位置參數可利用模型空間的尺寸比例來

係之近景影像測量，其精度應可滿足地工構造災後快速勘查之需

決定。此時，第二幀影像仍有二個位置參數及三個轉角參數待求

求。

解。
圖二為一對部分重疊之影像及一對共軛像點，由左、右兩個
共軛像點分別連接其透視中心之兩條光線（a1 與 a2）將恰於空間
中交會。如此一來，a1、a2 及兩透視中心之連線 b 將可構成一個
三角形，該三角形可定義一特定平面，其所對應之共面條件
(coplanar condition)可表為 b·( a1×a2) = 0。接著，根據影像對中之
共軛點座標，並應用射影幾何(projective geometry)與奇異值分解
法(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便可求解影像對間之相對
方位關係。

圖三 鹿谷國中擋土牆破壞案例中供相對方位求解用之影像對
副研究員 柯永彥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韓仁毓

圖一 影像對間之相對方位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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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基礎工程試驗研究之三》

淺基礎結構模型反覆側推試驗
一、前言

三、試驗結果

獨立基腳是個簡單的結構基礎型式，在一般情況下，以承受

在受力點位置試驗所得之側力-位移反應如圖二所示，而側力-

垂直載重為主，但當上部結構同時有水平力作用時，基腳將因承

基礎轉角曲線如圖三所示。兩圖曲線呈現類似反應，顯示此結構

受彎矩作用而產生旋轉變位，致使上部結構傾斜，甚至有穩定方

模型之側推反應如預期，係由基礎之旋轉反應所主控。由圖二可

面之問題，係設計時所要檢核的主要項目之一。在強震作用下，

觀察到側推曲線呈現高度非線性之遲滯反應，其遲滯圈相當飽滿，

基腳可能會產生大幅上揚行為，基礎上揚所引致之搖擺反應具有

在荷載初期（Cycles 1-4）正負方向荷載反應略成對稱，前四周所

隔震之效果，使上部結構所受之慣性力降低，近年來有許多研究

對應之等效阻尼比約為 30%，但當正向(+X)加載位移超過 10mm，

者開始嘗試利用此基礎搖擺機制進行耐震設計，以降低結構物之

正向側力達約 0.21kN 以後，正負向反應開始呈現明顯不對稱現象，

地震需求，使基礎設計更為經濟。為深入研究基腳搖擺效應，本

且隨位移加大，不對稱的現象愈顯著，在正向運動時，當位移超

研究設計一受基礎搖擺反應主控之單柱-基腳結構模型，進行反覆

過 10mm，側力達最大值約 0.21kN，隨位移持續增加超過 30mm

側推試驗，以瞭解此類型結構物在側力作用下之旋轉變位特性。

後則出現弱化現象，反觀負向運動(-X)時，側力隨側位移增加持
續增加，在位移為－60mm 時，側力可達約 0.4 kN。造成此不對

二、單柱-基腳模型側推試驗

稱現象係因在大載重下，地盤受到擠壓產生之不可回復變位，使

本研究設計一模型進行試驗，置於厚度 1.2m 之乾砂上，結構

得其上之結構模型在卸載後（未受側力的情況下）仍有偏向正 X

模型如圖一所示，模型重 0.165kN，柱高 80cm，基礎尺寸為 40cm

側之偏心彎矩作用（基礎傾斜），在進入下一階段加載循環後，

×40cm，以模擬柱高 8m，基礎尺寸為 4m×4m 之原型結構，於 12m

正向運動之側力容量因此降低，負向運動之側力容量反而增加。

厚之土層上（原型/模型尺度比例為 10）。試驗砂為越南砂，砂土
試體之相對密度約為 75%，屬於緊砂。試驗配置如圖一所示，將
結構模型水平直放於土體表面上，調整使與制動器正交，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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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以影像量測系統紀錄側推過程中結構模型之變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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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模型淺基礎側推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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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側力-基礎轉角曲線
研究員 邱俊翔、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台灣大學土木所大地組研究生 黃郁惟

《大地基礎工程試驗研究之四》

橋梁含功能性支承與直接基礎之振動台實驗研究
實驗顯示，雖旋轉角到達 0.02 rad 時，試體未因搖擺而產生倒塌。

一、前言

0.08

直接基礎為橋梁常見之基礎型式，如因沖刷及地震恐導致基

0.06

擺機制所提供之隔震效益，對落橋、橋柱塑鉸與基礎旋轉之影響。

Rotation (rad)

礎裸露與落橋危險。由於支承滑動已被證實有降低橋柱損壞的效
果，本研究透過實驗驗證，檢討橡膠支承摩擦滑動與直接基礎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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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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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參數為支承性質與基礎束制條件，橋梁試體如圖

圖二 TCU076 地震下基礎旋最大旋轉角

一所示。上部結構包括鋼筋混凝土梁，尺寸為 5005020 cm，
及 18 塊鉛製質量塊，總重量為 5.88 tf。下部結構由 2 組 A36 材質

圖三為 R0T-R0T 組別，整體結構於 EL Centro 地震，PGA 達

之鋼製帽梁、橋柱與基礎版構成，單組總重 380 kgf。橋柱直徑 16.9

350 gal 之遲滯迴圈。縱軸為大梁慣性力，橫軸為大梁相對振動台

cm、厚 6.7 mm、高 60 cm。帽梁尺寸為 51305 cm。基礎版尺

面之位移。當基礎搖擺行為較顯著時，可使上部結構之加速度約

寸為 606010 cm。土壤由硬度 60，尺寸為 10010010 cm 之

略保持定值，進而減少下部結構之地震力，並產生自復位效果。
30

橡膠墊模擬。支承類型分為半固定式與簡支兩種系統。半固定式

20

之鉸接端為不滑動之橡膠支承，僅可轉動與剪力變形，滾接端則

10

Force (kN)

代表橡膠支承上方與大梁底摩擦滑動，但下方鎖固於帽梁。簡支
是將橡膠支承上方貼附鐵氟龍。橡膠墊之數量為 4 個，單一尺寸
為 57.52.5 cm，承壓應力為 3.8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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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l-Centro 地震下整體結構遲滯迴圈
圖四所示為 TCU076 地震下之橋柱實測彎矩與降服彎矩比值。
當基礎版固接時鉸接端橋柱之彎矩需求容量比最大，若允許基礎
搖擺可延長周期使橋柱保持彈性，但其基礎版旋轉角有偏大現象，
而覆土深度的增加會降低基礎搖擺產生的效應。而當基礎版固接
圖一 實驗試體配置
實驗分為六組，分別為：（1）H0T-P0T、（2）R0T-R0T、

時將鉸接–滑動式支承改為雙側半固定式支承亦可降低大梁加速
度並降低橋柱之彎矩需求容量比。
0.7

（3）H2T-P2T、（4）R2T-R2T、（5）HFixed-PFixed、（6）

H0T-P0T
H2T-P2T
HFixed-PFixed
R0T-R0T
R2T-R2T
RFixed-RFixed

0.6

RFixed-RFixed。H-P 代表 Hinge 和 PTFE 的縮寫，表示此試體南

0.5

Mmax/My

端為鉸接橡膠支承、北端為鐵氟龍（PTFE）橡膠支承；R-R 則表
示此試體兩端皆為橡膠支承（Rubber）。0T 與 2T 分別為基礎覆

0.4
0.3

土深度為 0 倍（無覆土）與 2 倍基礎厚度。Fixed 則為將基礎固定

0.2

於振動台。砂土相對密度 Dr 控制在 50%，最大及最小乾密度分

0.1

別為 1.66 及 1.47 tf/m3。輸入地震為 1940 年 El-Centro 及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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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U076，最大地表加速度由 50 gal 到 350 gal。

圖四 TCU076 地震下橋柱彎矩需求容量比

三、實驗成果
圖二所示為 TCU076 地震作用下，無覆土條件之基礎版旋轉
角。依據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規定，等級Ⅲ地震下，
基礎頂部之旋轉角不得超過 0.02 rad。從結果可知，Hinge 端、RB

四、結語
直接基礎裸露橋梁之受震反應，如基礎寬度與橋柱高度比為
1.0 時，相對於支承摩擦滑動，將主要由基礎搖擺所主控。
副研究員 劉光晏、助理研究員 陳家漢

端及 PTFE 端，分別約於 200、250、275gal 時超過規範規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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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第二實驗設施規劃概要
一、前言

三、第二實驗設施設備建置規劃

台灣地震頻繁、斷層密佈，由於近斷層地震具有大位移的特

高速長衝程地震模擬振動台系統之台面尺寸為 8 公尺 x 8 公

性，現有的實驗設施無法模擬。為了研發近斷層的抗震技術，國

尺，重量為 100 公噸，由油壓伺服致動器來驅動，水平向與垂直

研院建置國震中心第二實驗設施，其特色為擁有「高速長衝程地

向各四支致動器，一共八支致動器以控制振動台六個自由度的運

震模擬振動台系統」，可重現近斷層地震記錄，運用大型的結構

動。振動台可容許安裝之最大試體重量為 250 公噸，此重量與振

實驗，驗證抗震工法的效能。該設施不僅能與國震中心台北本部

動台自重由四支垂直靜力支承支撐，垂直致動器僅負責提供動態

的功能互補、南北呼應，成為國際地震工程研究重鎮；更可進一

力量以驅動振動台。油壓動力方面共設置五部電動油壓泵，可提

步和鄰近的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防火實驗中心、風雨風洞實驗室，

供穩定流量 3,500 lpm，並可配合六組蓄壓器(accumulator bank)，

共同組成跨領域的防災研究群，為我國災防科技與產業貢獻心

共可提供振動台最大 26,000 lpm 之瞬間流量，足以滿足近斷層大

力。

位移與高速度脈衝之模擬需求。振動台可達到之最大位移為±1.0
公尺，最大速度為±2.0 公尺/秒，在空載的情況下，可達到最大水

二、第二實驗設施建築物興建規劃
第二實驗設施基地位於國立成功大學歸仁校區東側校地內，
將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鋼筋混凝土搭配鋼構造之第二實驗
設施建築體，分為研究棟與實驗棟。研究棟一樓將設置一可容納
180 席之會議空間，可供未來進行大型會議使用，二、三樓規劃
為行政辦公室及研究室用途。實驗棟則將設置一長度 15 公尺、高
度 12 公尺、厚度 5 公尺反力牆與強力地板試驗系統，以及高速長
衝程地震模擬振動台系統與雙軸向動態試驗系統(BATS)，相關設
備規格將詳述於後。

平加速度為±2.5 g，最大垂直加速度為±3 g。致動器驅動振動台所
需之反力由反力質塊提供，反力質塊重量約為 4,000 公噸，並以
隔震系統將反力質塊與固定基礎相隔，隔震系統由空氣彈簧及阻
尼器所組成，以降低振動台運作時對環境的影響。
BATS 主要用於進行實尺寸隔震支承之性能測試，其架構與
國震中心既有之 MATS 系統相仿，然而性能卻大幅地提升以滿足
隔震支承之動態測試需求。BATS 在水平向可達到的最大位移為±
1.2 公尺，最大速度為±1.0 公尺/秒，最大出力為±4.0 MN；垂直向
最大位移為±7.5 公分，最大速度為±15 公分/秒，施加於試體之最
大軸壓力為 60 MN，包括 30 MN 的靜態載重與 30 MN 的動態載
重；此外，BATS 亦可施加最大 8 MN 之軸拉力於試體上，可進
行反覆軸向拉壓之動態試驗。在不與振動台同時使用油壓動力的
狀況下，油壓泵與蓄壓器共可提供 BATS 之最大瞬間流量為
18,620 lpm。
反力牆與強力地板測試系統主要功能為執行大型結構實驗，
除了傳統的大型結構反覆載重試驗，更可以進行實尺寸的大型擬
動態試驗。其規劃面積雖不如目前國震中心的空間大，然而在油
壓泵與蓄壓器的巧妙配置下，反力牆結構實驗可達到最大的瞬間

實驗室建築物外觀意象圖

流量為 11,000 lpm，足以應付進行高速動態試驗之流量需求。未
來可進行即時複合試驗技術之開發、阻尼器之性能測試、以及半
主動控制元件之性能研究等。

四、結語
第二實驗設施完成後可供學術、政府與工程界進行近斷層地
震效應與隔減震結構系統之相關研究，提升國家整體抗震能力並
降低震災損失，落實提升地震工程研究與設施能量的目標。
副研究員 蕭輔沛、陳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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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活動

國研院國震中心第二實驗設施興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紀要
九二一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的強震測站監測到世界上最

國研院羅清華院長與陳東陽副院長(現為成功大學副校長)、成功

多的「近斷層地震」記錄，顯示強地動的近斷層效應是台灣必須

大學黃煌煇校長與蘇慧貞副校長(現為成功大學校長)、國震中心

面對的震害威脅之一。由於「近斷層地震」具有大位移的特性，

張國鎮主任與許健智副主任等人共同陪典。典禮當天並有其他多

國研院國震中心現於台北本部的實驗設施無法模擬，因此必須新

位政府官員、學者、業界與記者等貴賓超過百人蒞臨見證此一盛

設第二實驗設施，建置如高速度振動台系統、反力牆及強力地板

事，也給予誠摯的祝福。

系統及雙軸向測試系統等大型實驗設施。其中，高速度振動台系

第二實驗設施預計將耗資約 13 億元，工期排定於 105 年底前

統必須同時具備長衝程、高速度與高加速度等三項重要性能，應

完工，自 106 年起開始營運。將可進一步提供較國震中心台北本

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地震工程實驗室中具獨特性的實驗設施，可

部更大型的結構實驗且具近斷層特性的振動台實驗，用於評估建

用於模擬地震的近斷層效應。

築物的耐震性能，驗證所研發抗震元件或工法的效能，研發出適

為了向國人宣告第二實驗設施興建工程啟動並祝禱順利成功，

當的抗震技術，以確保地震時之公眾安全。未來，可為政府部門、

國家實驗研究院於民國 104 年 1 月 6 日於成大歸仁校區舉行「國

各級學校、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公司等相關單位，提供對於新設

研院國震中心第二實驗設施興建工程」開工動土典禮。由行政院

建物或需補強的既有結構的實驗與研究服務，發揮改善公眾安全

張善政副院長主典，科技部錢宗良政務次長、台南市賴清德市長、

之效益。

副工程師 楊鶴雄、副技術師 李牧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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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動態

核能電廠圍阻體 1:13 縮尺模型之設計、規劃與施工
一、緣起
核能發電投入商業運轉至今已逾 60 年，在其發展的歷史中，
歷經 1979 年美國三哩島、1986 年蘇聯車諾比以及 2011 年日本福
島等核子事故；嚴重的事故對於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都造成重大
的影響。核能電廠主要採以混凝土材料作為結構體，提供機具設
備的安裝與配置，其中，以核子反應爐外第一層混凝土結構屏蔽
尤為重要，其必須具備屏蔽輻射與阻絕熱能之功用，此圍阻體因
其板殼構造與複合材料特性，而致難以準確掌握其強度和韌性極
限。有鑑於此，國震中心與美國休士頓大學共同合作，選用先進
式沸水式反應器(ABWR)廠房之一次圍阻體作為研究對象，藉由

圖一 圍阻體尺寸與配筋示意圖

建造圍阻體縮尺模型，並進行反覆載重試驗，以瞭解其結構力學
特性，冀能提昇未來核能電廠進行安全評估與設計之高端技術。

二、何謂縮尺模型試驗
一般混凝土結構試驗，如：牆、柱、樑柱接頭等，若能採用
與原型尺寸的比例一致的試體進行試驗，除可減少尺寸效應對於
試驗的影響，同時所得到的數據亦可視為接近真實狀態下的反應；
唯若當研究之標的物為特殊建築物，如：核能電廠、超高樓等大
型結構體時，以實尺寸進行試驗將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與相同
大小的場地，未必可行，故須採以縮尺的物理模型試驗進行評估，
此縮尺物理模型須與原型結構具備高度關聯性。一般而言，採用
縮尺之物理模型需考量與原型間的關鍵因素，包括：幾何相似性、
圖二 圍阻體數值模型

運動相似性及動力相似性等，若能完全維持上述特性進行縮尺，
則所得到的結果將可視為與原型一致的行為，唯大多無法完全滿

經由縮尺後之圍阻體為一外徑 2.5 m、內徑 2.2 m、壁體高度

足此條件，此時則須在有限的實驗設施條件下，慎選關鍵因素，

2.25 m 之圓形筒狀結構物，除保持幾何相似性之外，為求縮尺試

儘量建立與原型的相似性，方能正確代表原型待求的力學行為。

驗之運動行為與原型近似，並控制混凝土的抗壓強度與鋼筋的抗
拉強度分別為 350 kgf/cm2、3600 kgf/cm2，以及鋼筋比 2%條件下，

三、縮尺模型規畫與設計
考量上述因素，本研究僅針對一次圍阻體的本體作為試驗標
的物，並忽略開孔以及連接廠房結構的樓板，其為外徑 33 m、內

在混凝土壁體內部之鋼筋排列採用與原始設計相同之 4 層主筋(3
號鋼筋)與 4 層箍筋(2 號鋼筋)之配筋方式，滿足相似性的要求（如
圖三）。

徑 29 m、壁體高度 29.5 m 的圓形筒狀結構（如圖一黃色區域），
此係著眼於單純的板殼結構測試可作為建立優質本構模型的重要
依據，並提供後續深入研究之基礎，包括：開孔、鋼襯板以及樓
板參與度。同時，為確實掌握試驗所須之加載設備與空間配置需
求，本研究於前期便分析不同縮尺比例與不同型態的圍阻體數值
模型（如圖二），並參考美國電力研究所(EPRI)針對核能電廠圍
阻體結構安全評估的經驗公式，經交叉比對後，將所須側推力控
制在 600 噸重的條件下，選用 1:13 之比例針對圍阻體進行縮尺。
圖三 圍阻體縮尺模型尺寸、配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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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縮尺模型施工
為避免縮尺模型之頂板與底板混凝土於施加大量螺桿預力後
開裂，本研究採用鋼板包覆方式強化頂板與底板；此外，縮尺圍
阻體之配筋比例與原始設計相同造成鋼筋間距狹小，必須調整骨
材粒徑與混凝土配比，避免澆置失敗產生蜂窩或孔洞，為此，於
完整縮尺模型正式施工前，本研究預先以局部縮尺模型，進行數
種配比試灌與抗壓強度測試（如圖四），歷經多次測試後，選用
骨材最大粒徑 8 mm，滿足抗壓強度 350 kgf/cm2，代表工作性的
坍流度可達到 68 cm 的自充填混凝土做為正式施工時之配比。
圖七 縮尺模型頂板施工過程示意圖
縮尺模型完工後，於 3 月份執行反覆載重試驗，經由有限元
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得知此縮尺模型最大標稱側向強度為 600 噸，
為保守起見，於水平向設置 8 支 100 噸油壓制動器，提供水平向
反覆載重之側推力，同時於試體四個角隅處垂直向配置 4 支 100
噸油壓制動器，施加實際狀態下圍阻體所承受的等比例垂直向荷
重，並保持頂板於試驗期間之水平狀態，其加載配置與反覆載重
歷程如圖八與圖九所示。於試驗過程中將運用不同的量測技術，
如：數位影像量測、傳統位移計、應變計等方式記錄試體受力變
形的過程與特性，供後續分析與驗證之用。
圖四 縮尺壁體測試模型試灌
再經確認施工配置與相關流程進度無誤後，本研究之縮尺模
型試體已正式發包施工，至截稿前已完成壁體主體混凝土灌注，
相關施工過程如圖五至圖七所示。

圖八 縮尺模型試驗配置圖

圖五 縮尺模型底板施工過程

圖九 縮尺模型試驗反覆加載歷程
專案副研究員 楊炫智、副研究員 吳俊霖
美國休士頓大學 徐增全教授、莫詒隆教授
專案助理研究員 陳昱志、呂胡忠
助理研究員 張長菁
圖六 縮尺模型壁體施工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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