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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模擬法與地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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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模擬法（Particle-Based Methods，簡稱 PBMs）是眾多數值分析方法中的一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200 號
電話：(02) 6630-0888

大宗，泛指各種以質點（mass point）為計算核心理念的模擬法。這些質點可以是單

傳真：(02) 6630-0858

一物體（例如鋼筋或橋柱）、可以代表固體材料、可以是流體區域、甚至可以是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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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控點，其樣貌多變且應用廣泛。當然，任何數值方法都有其所長、亦有其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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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模擬法中也是百家爭鳴，本文將針對各法的特色及於地震工程的應用與潛力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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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紹。涉及理論較完備且成熟的幾種常見顆粒模擬法：分子動力學（Molecular
Dynamics，簡稱 MD）、離散元素法（Discrete Element Method，簡稱 DEM）、光滑
粒子流體動力學（Smoothed-Particle Hydrodynamics，簡稱 SPH）
、材料質點法（Material
Point Method，簡稱 MPM）、近場動力學（PeriDynamics，簡稱 PD）等等（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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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早在 1950 年代就被物理學家提出（Fermi, et al., 1955；Alder and Wainwright,
1959）
，它的顆粒想當然爾是原子和分子，顆粒間的關係便是原子或分子間的吸斥力、
以及多顆粒間的夾角。考量到這些顆粒的大小是用奈米（nanometer，簡稱 nm，即 10-9
公尺）來衡量 — 已經屬於微觀尺度（micro scale），單就巨觀尺度的接觸力、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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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等已經不足以描述 MD 系統，或者根本不適用；這時就不能不考慮量子效應
（quantum effect），而統計物理（statistical physics）理論就必須進場。也正由於 MD
顆粒的尺度相當小，所以電腦模擬時所能涵蓋的顆粒數相對有限，能模擬的問題尺度
就不大。正由於模擬尺度之限，過往 MD 多被應用在材料工程中，例如特殊合金、新
型材料、生物組織等等，但近年來由於奈米力學（Nanomechanics）與積層製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簡稱 AM）技術的突飛猛進，MD 開始被應用在結構工程的材料設計，
進而與地震工程牽起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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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元素法 DEM

近場動力學 PD

DEM 是相當早期與土木工程直接相關的顆粒模擬法，最早

相較其前述顆粒模擬法，PD 是屬於較新穎的方法。它同樣是

的方法提出者 Peter A. Cundall 教授即是為了求解大型塊狀岩石

由美國桑迪亞國家實驗室所提出（Silling, 2000），目的是設法建

系統間的交互作用才構思出這個方法（Cundall, 1971）。DEM 的

立顆粒系統與連體系統間的關聯性，尤其在考量材料破壞層面。

顆粒可以代表平均效應下的材料區域，也可以加上幾何外型作為

過去關於巨觀連體多基於連體力學（continuum mechanics），而微

真實世界的物體（例如一顆顆粒加上圓柱外形就可以代表一根鋼

觀層級就是 MD 所擅長的領域，這兩種理論基礎間有著根本上的

筋、加上多面體外形就可以表示石塊）；而顆粒間的關係也包含

假設差異，所以一直能整合它們的單一數值方法。PD 從微觀的顆

了接觸介面的撞擊力、摩擦力、黏結力（例如黏性表面）等等，

粒理論出發，將公式改寫成連體力學常用的動力方程式，但卻保

很適合模擬原本就具離散性與複雜介面的系統。正因為其顆粒定

留了微觀對破壞現象的描述（即顆粒間互制作用的喪失），因此

義上的彈性，其模擬尺度小至混凝土材料或砂石、大至整個地盤

才能在二十年內快速發展。目前 PD 的理論發展漸趨成熟，可以

都可概括在內，應用的範圍就相當廣泛。三十多年來 DEM 的研

直接對應到各類彈性、彈塑性、黏彈性、脆性材料上，適合描述

究納入了許許多多的接觸偵測（contact detection）與衝擊（impact）

結構材料的破壞行為，在地震工程的應用上有直接的關係。

模型，甚或工程上的經驗公式都被考量在其中，因此對於地震工
程乃至土木工程領域的應用都相當適合，例如山崩、土石流、土
壤液化、橋梁與砂土的沖刷互制、混凝土材料受震的破壞等等。
但 DEM 也有其缺憾，由於其顆粒的代表意義很有彈性，顆粒間
的互動關係（interaction）有時只能由經驗公式歸納而得，在參數
研究上所需要耗費的心力就相當可觀和不易。

光滑粒子流體動力學 SPH
SPH 與 DEM 在目標上有些不同，DEM 放眼於離散系統，

二、結語
過去各種顆粒模擬法都有著計算量的包袱，但在高效能計算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簡稱 HPC）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
今天，各種顆粒模擬法開始發展出更有效能且實際的工程軟體，
或已經被嵌入我們常用的連體力學軟體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
色，其應用層面可說是方興未艾。本文介紹了常見且成熟的的幾
種顆粒模擬法，希望能帶給讀者一些新的想法與啟發。

而 SPH 則著重在連體系統（continuum）。最早 SPH 是為了模擬
天體運行而被提出（Gingold and Monaghan, 1977；Lucy, 1977），
其顆粒當然就是將星體視為質點；但後來開始將連體當成是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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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工程先進模擬技術之二》

基於梯度之參數識別方法應用於含模型更新之先進複合實驗
就一般的複合實驗(hybrid simulation, HS)技術而言，可以在歷
時積分的求解過程中，整合數值模型與真實試體的受震反應，進
而得到近似於振動台實驗所呈現的全結構動態反應。然而這樣常
見於全球各大地震工程實驗室的試驗方法，在某些研究課題上，
囿於硬體資源的限制，對於裝配鋼板阻尼器(steel panel damper,
SPD)的多樓層結構系統，研究人員常常僅能選擇將配置於結構底
層 ， 預 期 受 震 反 應 最 大 的 SPD 製 作 為 真 實 試 體 (physical
substructure, PS)。這樣一來，除了作為試體的 SPD 其反應可由真
實的實驗求得，裝配在其他樓層之 SPD 與其他部分的構件則為數

圖二 試體量測與 ANM 模型模擬的結果

值模型子結構(numerical substructure, NS)，採用有限元素搭配非線
性材料模型，又稱本構關係，來進行模擬。因此，在進行子結構
複合實驗時，若 NS 中模擬 SPD 的非線性材料模型初始設定不準
確，將會造成數值模型子結構(NS)的模擬失真，進而降低實驗結
果的精確度，並且大幅地減損了複合實驗的應用價值。因此，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稱國震中心)的研究團隊近期發展應用於
複合實驗的模型更新(online model updating, OMU)技術。OMU 是
一種在複合實驗中，參考真實試體(PS)反應來即時更新數值模型
(NS)參數的技術，經由修正數值模型子結構的準確性，可以提升
複合實驗的模擬品質。

一、含模型更新之先進複合實驗

透過參數識別的結果可以用來即時校正數值模型子結構(NS)
中的 SPD 數值模型。綜上所述，量測 PS 反應->執行 ANM 位移
控制分析->參數識別->更新 NS 模型，這樣的 OMU 基本操作流
程，在整個子結構複合實驗過程中重覆執行，修正 NS 模型，可
以提高複合實驗的擬真度。

二、基於梯度之參數識別方法
國震中心研究團隊除了發展上述應用於複合實驗的 OMU 技
術 架 構 外 ， 也 發 展 適 用 的 基 於 梯 度 之 參 數 識 別 (PI) 方 法 (the
gradient-based method for online model updating, GBM_OMU)。
GBM_OMU 參數識別方法是以傳統的梯度下降法(gradient decent

使用國震中心現有的 Recdex 複合實驗技術，可以將一個全結

method)作為基礎，但是在參數識別時，特別考量塑性硬化材料模

構拆解成分屬「數值模型子結構(NS)」與「真實試體子結構(PS)」

型的雙面理論特性，根據 ANM 模型的受力狀態為彈性、等向硬

兩類的多個子結構，來進行複合實驗。以近期國震中心研究團隊

化(isotropic hardening)、走動硬化(kinematic hardening)的情況，來

所進行的含 SPD 的鋼造構架複合實驗 (圖一) 為例，其中位於三

精準控制待識別的參數項目，進而達到更有效率的參數識別結果。

樓預期受震反應較劇烈的 SPD 選為 PS，其餘部分則為 NS。

如圖三，研究團隊將 GBM_OMU 應用於前述含 SPD 構架複合實
驗中，對應於 SPD 試體(PS)的 AMM 受力狀態為等向硬化時，待
識別之參數為 Hiso1+與 Hiso2+，而與等向硬化相關之參數(Hkin1
與 Hkin2)則不需要耗費多餘的時間來進行無意義的識別動作，因
此，降低不必要量測 PS 反應的識別參數項目可以提升參數識別
的效率。前述含 SPD 構架複合實驗已充分驗證 GBM_OMU 的應
用功效。
First isotropic hardening

Time step

First kinematic hardening

1.5

圖一 含模型更新之 SPD 構架複合實驗
如圖一，在這個子結構複合實驗中進行模型更新(OMU)時，
先是以即時量測到的 SPD 試體反應(measurement)，透過最佳化方
法來校正與試體位移歷時同步作動的輔助模型(auxiliary numerical
model, ANM)，讓 ANM 輔助模型的模擬結果(simulation)能夠有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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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採用 GBM_OMU 之參數識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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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於量測數據(measurement)的仿真效果(圖二)，進而得到足以適
當描述 SPD 受力行為的本構關係，即是塑性硬化材料模型(twosurface model)的適用參數。上述經校正 ANM 輔助模型搜尋合適
參數值的動作即是所謂的參數識別(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PI)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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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工程先進模擬技術之三》

質點法於土木工程之應用
隨著計算機的發展，數值仿真模擬在工程實務與研究上的運
用愈趨成熟、普遍，也成為工程師與研究者用於了解複雜（工程）
問題的主要工具。質點法（Material Point Method, MPM）[1]係由
Sulsky 等人將流體計算力學中的粒子法引至固體力學應用之中的
數值方法，特別適用於大變形、大位移、多相流、流固耦合等問
題的模擬。本文將簡要介紹質點法以及其於土木工程之應用。

一、何謂質點法？
圖一 質點法於大規模土石流模擬之應用

質點法是一種用於分析連續介質（包含固體、液體和氣體）
於空間中受力變形與運動反應的粒子法。類似於有限元素法，質
點法以拉格朗日網格離散分析域中的連續介質，並以此網格計算
該連續體的運動變形反應。然而與有限元素法不同的是，質點法
不使用網格來儲存連續體的狀態，而是將變形、速度···等所有的
狀態變量封裝在用於表示該連續體的、有限數量的質點/粒子
（material point/particle）處。由於質點法中的網格並不用於記錄
任何連續體的資料，因此通常被稱為（背景）計算網格

圖二 質點法於斜坡破壞研究之應用

（computational grid）。
質點法在每一個分析步中包括四個步驟：第一步是將質點的
狀態變量投射至計算網格上以求得節點質量、動量和力。第二步
是計算網格上場變量（例如速度和坐標）的時間增量。第三步是
將更新後的材料狀態（例如位移和變形）內插回質點上。最後一
步是將計算網格回復至原始狀態（或根據需要重新選擇）。
質點法的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從接觸、穿透和爆炸等問題，
到海冰和土石流的模擬，再到華特迪士尼動畫「冰雪奇緣」中雪

圖三 質點法於風機基樁安裝模擬之應用

的模擬，都可以看到質點法的蹤跡。在土木工程領域，除了少數
用於木材力學（wood mechanics）領域和海嘯漂流物的模擬之外，
主要的應用還是著重於土壤力學中涉及大位移、大變形以及水土
互制等的相關問題。

三、結語
質點法以拉格朗日觀點描述連續介質的受力變形與運動反應，
可用於模擬複雜的土壤-水-結構互制（或流固耦合）問題，亦能兼

二、土木工程中的應用
在土木工程相關問題中，目前質點法主要被運用於土壤工程
領域。土壤的動態行為模擬是個有趣且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因為
土壤受外力加速後，其材料性可以從原本靜止時的固態轉變成為
流體（例如土石流）。更有趣的是土壤會依當下的圍束和速度等
狀態改變其局部的相性（偏向固態或液態反應），故在單一土石

顧材料的非彈性行為。它絕對是研究人員和工程師值得深入了解
的數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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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應用於海底挖掘和打樁的模擬。迄今為止，該團隊已進行了一
系列質點法於水土互制（如滲流問題）模擬的驗證研究，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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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一課題進行更多的研究與驗證。
專案助理研究員 楊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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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設施近斷層效應研究測試
本中心於 107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14 日於本中心臺南實驗室

核方法進行設計，避免儲槽試體於實驗階段受損而影響內部液體

長衝程高速度地震模擬振動台進行「關鍵設施之近斷層效應研究

反應。如圖一下方所示，因應於花蓮地震中瘦高型設備於近斷層

測試」研究試驗。台灣重要建築(如醫院、科技廠房、發電廠等)之

地震動下傾覆之現象，姚昭智教授與涂昭伃博士生與成大馬達科

耐震性能，其建築結構方面隨著耐震設計技術發展成熟而有效提

技研究中心合作，研發設備底部適用之磁性基座，透過強力磁鐵

升，然其內部設備與關鍵設施(如科技廠房製程設備或電氣盤體、

正向力而得之摩擦力使上方設備據以抵抗強震，並加設彈簧作為

醫院藥用冰櫃等)方面，在近期美濃地震與花蓮地震當中，仍觀察

設備傾倒之預防措施。

到眾多受損案例。台灣斷層遍佈，為提升近斷層地震動下重要建

本系列測試期間，臺南實驗室長衝程高速度地震模擬振動台

築之關鍵設施耐震能力，本研究結合成功大學建築系姚昭智教授

如 期 模 擬 原 始 強 度 之 北 嶺 (Northridge) 地 震 、 聖 薩 爾 瓦 多 (San

與涂昭伃博士生、加州柏克萊大學美國 Prof. Jack Moehle 與博士

Salvador)地震、神戶(Kobe)地震、921 集集地震、花蓮地震等多筆

生 Tali Feinstein、柴駿甫研究員之非結構小組(國震中心)等三方學

近斷層地動歷時，其重現之高速度脈衝特性對於本實驗之儲槽液

術單位之研究能量，透過振動台動態實驗，觀察近斷層地震動下

體振盪行為影響甚鉅，並對本系列測試之彈簧磁性基座、韌性錨

關鍵設施動力特性，以修正規範評估方法之準確性，據以研發設

定設計提供設備傾倒等嚴峻之受震需求。

備底部之彈簧磁性基座、韌性錨定設計等先進減震措施。
如圖一左上所示，Tali Feinstein 於柏克萊前期研究發現錨定
螺栓與鋼板可發揮韌性而降低傳遞至上部設備之地震力，在本次
實驗當中，以單自由度鋼架模擬系統去除真實設備複合高頻反應
的影響，透過不同規格之轉接鋼板設計，觀察膨脹螺栓錨定韌性
容量與減震效能於近斷層強地動下之可行性。如圖一右上所示，
國震中心非結構小組於先期研究發現，發電廠大型戶外儲槽之內
部液體對流模態週期位於一般近斷層顯著速度脈衝週期範圍，因
此於本系列測試中規劃液體儲槽振動台實驗，檢核近斷層地震動
下，GIP、ACI 350-06、API650、SPID 等規範於不同液體深度與
儲槽半徑比例(H/R)下之對流與衝擊模態週期、潑濺高度、潑出水

圖一 關鍵設施近斷層效應研究振動台測試配置示意圖
副研究員 林凡茹

量之評估方法準確性與保守性。實驗用圓形儲槽試體參考 GIP 檢

韓國首爾耐震能力提升參訪團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自 2009 年起協助教

帶領參訪團參觀校園並介紹補強成果；校方另委請陸怡堯技師介

育部推動「老舊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計畫」至今已邁入第九年，

紹補強中校舍之施工現況。藉由各方代表解說，使首爾參訪團了

成效卓越。本中心前日接獲來自首爾市防災部門之聯繫，期待依

解臺北市補強執行之現況成果。

照去年底韓國中央政府之參訪行程，參訪台灣校舍耐震補強成果。
爰此，本中心於 2018 年 7 月 20 日安排參訪行程。

近年來，世界各地地震災害頻傳，幸而臺灣建築法規日漸精
進與百姓對建築物耐震安全之重視，老舊校舍在中央政府、地方

本次參訪行程以現地校舍呈現耐震補強成果，參訪學校包含

政府、學校人員與專業人員的努力之下，將於不久的將來完成耐

臺北市立福林國小、臺北市立太平國小。並由本中心鍾立來副主

震安全目標。就防災角度來看，補強不僅保障師生生命財產安全，

任針對參訪校舍詳細說明其地理環境、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歷程、

更可使國家不再畏懼天災降臨，提升未來發展潛力。

評估補強經費及補強有效性說明…等。此外，亦邀請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劉
季蓉老師、臺北市
政府許伯辰技正
說明補強計畫執
行之策略與成果；
參訪學校福林國
小劉順海主任、太
平國小徐昀霖校
長及蘇奕娟主任

圖二 活動合照
圖一 首爾參訪團參觀施工中校舍

專案技術員 陳敬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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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地震工程交流活動
智利同台灣皆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其狹長的國土幾乎全境
皆壟罩於納斯卡板塊(Nasca Plate)與南美版塊(South America

隔震設計方式；同時，牆系統更可以有效地進行空間配置，減少
結構柱對於空間使用上所造成之不便。

Plate)之交界帶，長年飽受嚴重的地震與海嘯威脅。近數十年來
引起關注的首要地震事件屬 1960 年的智利大地震，其最大規模
高達芮氏 9.5 級，過程中甚至引發了六座活火山之活動，除大量

智利地震學與地震工程協會講習會
智 利 地 震 學 與 地 震 工 程 協 會 (Chilean Association of

房屋遭受震損外，隨之而來的海嘯，更波及了全太平洋沿海國

Seismology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ACHISINA)為智利地震工

家，此次地震造成了智利近 6000 人死亡。除此之外，智利於

程學界與業界相互溝通、交流研究與實務合作的重要組織。理事

2010 年及 2014 年，亦發生了規模超過芮氏 8 級以上之劇災型地

長 Prof. Rodolfo Saragoni Huerta 於本次活動中在聖地牙哥市舉辦

震，造成了百多人之死傷。一直以來，智利與我國皆對於建築結

了一場”Introduction of Research on Seismic Protection in Taiwan”之

構耐震能力極為重視，再加上兩國對於隔減震技術皆有充分的研

講習會，會中汪向榮博士除發表了關於台灣隔減震技術之發展，

究和應用案例，因此希望可以透過本次交流活動，分享並且學習

以及代表性的台灣隔震建築設計案例外，也同時推廣了本中心的

雙方之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開啟彼此合作關係，促進兩國地震

隔減震研究成果與北部和南部實驗室之試驗設施。此外，游忠翰

工程先進技術之發展。

博士亦分享了台灣於 2016 年美濃地震與 2018 年花蓮地震下之震

因台灣劦承精密有限公司與智利產學界有業務上之往來，故

損經驗，針對所發生的各種震損以及成因進行了詳細的探討(圖

本次交流活動於該公司與智利菲德里戈聖瑪利亞理工大學

二)。此次講習會激發了智利學界與工程界之共鳴，除了在地震災

Patricio Quibtana 教授的協助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汪向榮博士

損上擁有相同的經驗外，更希望可以透過本中心的試驗設施和地

與本中心助理研究員游忠翰博士，分別於菲德里戈聖瑪利亞理工

震工程研究所長，於未來進行各種試驗與研究合作。

大學以及智利地震學與地震工程協會，進行數場演講並且簽屬雙
方合作備忘錄(MOU)；此外，亦參訪了數間當地知名的大型顧問
公司與營造廠，以及參觀了隔震建築工地與 Dictuc 大學之隔震元
件試驗設備。

菲德里戈聖瑪利亞理工大學演講
智 利 菲 德 里 戈 聖 瑪 利 亞 理 工 大 學 (Federico Santa María
Technical University)成立於 1926 年，為拉美地區工程類科排名
前三的大學，同時亦為智利土木工程之領頭學術研究單位。汪向

圖二 游忠翰博士分享台灣震損經驗

榮博士受該校之邀請，對土木工程系之教授與碩博士生進行演講

會後汪向榮博士代表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和智利地震學與

(圖一)，演講內容主要為推廣本中心北部與南部之試驗設施及隔

地震工程協會理事長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協議未來在地震工程

減震研究成果。過程中該校教授與學生對於演講內容表現了高度

領域上的長遠合作，內容包含研究計畫及工程項目之合作、研究

的興趣，並且希望未來能夠有機會和我國進行大型試驗研究之合

資訊與研究和工程人員之交流、以及共同舉辦交流研討會等。

作計畫。

圖一 汪向榮博士於聖瑪利亞理工大學講堂進行演講
會後在校方的安排下，前往參觀智利位於瓦爾帕來索

圖三 簽訂合作備忘錄

(Valparaíso)市的隔震建築工地。有別於臺灣常用的梁柱結構系統，

助理研究員 游忠翰

智利隔震結構之設計慣於採用牆系統。該系統可增加上部結構剛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副教授 汪向榮

性並且降低其自然振動週期，雖然上部結構之韌性會較普通梁柱
結構系統為低，但在現今不希望上部結構於大地震下發揮過度非
線性行為的隔震設計理念下，採用剪力牆系統不失為一個合適的

6／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訊 第 107 期

中心活動

國震中心前主任羅俊雄
榮退茶會

國震中心與土木系
合設人工智慧中心揭牌典禮

國震中心前主任羅俊雄教授於本（107）年 7 月 31 日於國立

近年來由於演算法（algorithm）、大數據（big data）與電

台灣大學土木系屆齡退休，國震中心於 8 月 24 日假國震中心 101

腦硬體技術的進展，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稱

演講廳舉辦羅俊雄前主任榮退茶會，由黃世建主任開場致辭，許

AI）已開始應用在各個領域。就地震工程而言，過去倚賴的都是

健智副主任賦詩乙首相贈：

計算模擬、現地/實驗資料、專家經驗來解決問題；究竟 AI 能為

播種開花再播種

這個領域帶來什麼樣的助力，實為產官學界都引頸期盼的課題。

支支強棒立根基

有鑑於此，本中心與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結合雙方在地震工程

感恩守護二十載

資料與專業人才的資源，正式合設「國震中心與土木系合設 AI 中
心」，期以資料科學輔助地震工程之發展。該中心已於今年七月

千里迢迢 iPhone 牽
羅俊雄教授曾指導過的歷屆研究生中，總計有 31 人從全國各
地來到國震中心相送，最遠者為陳冠雄教授自金門大學專程來台，
這些歷屆傑出學生於事前共同編撰「羅俊雄老師榮退紀念文集」
，
留下彼此對羅老師的致謝感言，並於當日在紀念冊扉頁逐一親筆
簽名致贈羅俊雄教授留作紀念。國震中心黃震興組長及溫國樑組

六日上午 11 時舉行揭牌儀式，與會者除本中心黃世建主任、臺大
土木系謝尚賢主任、合設中心陳俊杉主任外，另有四位副主任（韓
仁毓、陳柏華、張家銘、張書瑋）以及雙方研究員等十數人與會。
未來合設的人工智慧中心將推動 AI 在地震工程、防救災與土木工
程相關領域的研究，希望能成為國內外 AI 在地震工程、防救災與

長致辭，回想羅俊雄教授於 1997 年至 2003 年期間擔任國震中心

土木工程相關領域的研究重鎮，也期待相關的研究成果能產生重

主任的軼事點滴，胼手胝足逐步將國震中心引領至成為國際知名

大影響，並獲得國內外學界與業界的高度肯定。

的地震工程研究重鎮，前學生們亦一一上台憶往，離情滿盈。
羅俊雄教授於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退休後，8 月 30 日赴美於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土木
系執教，開展教職生涯的新階段，持續作育英才，亹亹不息，並
持續投注學術研究，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暨全體同仁祝福羅俊雄
教授到美國後，事事順心、身體健康。

國震中心與臺大土木系合設人工智慧中心揭牌：左起依序為
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人工智慧中心陳俊杉主任、臺大土木
系謝尚賢主任
助理研究員 張慰慈

國震中心羅俊雄前主任、黃世建主任、國震中心同仁及羅前主任
所指導過歷屆研究生合影紀念
研究員 吳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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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紀要

2018 國震中心實驗成果研討會

第十一屆美國地震工程研討會

為促進國內地震工程研究領域之發展，本中心實驗室於 2018

美國，乃全球科技之領頭羊，不單在今年較熱門的領域如：

年 7 月 16 日舉辦「2018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驗成果研討會」

電子、資訊、醫學或生物科技等，不論在學術或生產技術皆可說

(2018NCE)。本研討會邀請 2017 年中，於實驗室三大測試系統(地

是世界首屈一指。然而，與土木工程相關之地震工程或結構控制

震模擬振動台、反力牆與強力地板結構實驗室以及多軸向測試系

技術等，亦發展的較早且長期投入。相關的分析理論或設計規範

統 MATS)中進行實驗之研究團隊，在研討會中以口頭演講方式發

同樣可供作其他國家的參考指標。因此，美國地震工程研討會

表最新實驗與研究成果。本研討會提供地震工程研究領域專家學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NCEE)乃頗具知名

者，一個可以面對面交流與分享的機會。除了研究人員透過結構

度之國際研討會，提供了世界各國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工程人

實驗所得之最新地震工程領域之知識與發現外，關於實驗設計執

員或產業間交流學習的平台，也持續引領此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

行之諸多細節，例如實驗規劃巧思、量測儀器安排、夾具設計使

與潮流。

用方式、實驗技術應用、實驗中所遭遇之困難挑戰以及解決方法

本次第十一屆美國地震工程研討會(11 NCEE)，內容豐富且題

等等，皆為本研討會之交流分享主題。經由此交流分享，除能讓

材廣泛，主要可分為三大方向：(1)地震科學、(2)地震工程、(3)政

國內專家學者在未來進行結構實驗之規劃與執行時能更收周詳與

策。在地震科學方面，過去乃以危害度導向為主，今應改以風險

效率之功，亦能讓業界更加了解地震工程領域之最新研究趨勢與

導向的觀點進行發展。而國震中心 SHHAC level 3 在風險導向研

成果，以及國震中心可提供之服務。最後，國震中心實驗室也期

究團隊亦相當強大，參與的成員皆為世界一流的專家學者。故期

待能利用此一難得之交流機會，學習在未來如何能提供更好、更

勉同仁除了計畫執行外，更應同步進行相關的研究。在工程技術

符合各界期待之結構實驗服務。

方面，規範強化人員生命安全部份應已達成，但建築物的安全性

本研討會共計發表 18 個口頭演講，研究主題涵蓋包括先進工

則是有所不足。因此，美國工程師瑪莉安(Maryann Phipps)由經手

法、結構內力量測法、損傷評估、補強技術、新型構件耐震行為、

的設計案例進行相關統計，以醫院為例，70%的經費為醫院的設

土石壩振動台試驗之先導研究、隔減震元件效能評估等不一而足。

備和非結構物。然而，這些非結構的部份，其耐震能力與震後之

本研討會參與人數約 90 位之譜，除本中心內部人員之外，計有超

功能性未被確實考量，進而導致建築物的整體安全不足。有鑑於

過 30 位來自業界之工程先進，以及超過 20 位來自國內大專院校

此，在地震工程方面，大會希望未來規範之制定能朝此方向修訂。

相關科系之教授師生參與本研討會。在研討會之自由討論時段中，

就政策推動的部份，建議應更貼近工程實務面的問題。過去採用

聽眾提出熱烈的發問與討論，對於國震中心若干正在進行之結構

性能設計的觀念，進而訂定各項標準與需求，於實際應用上時明

耐震元件、應用案例與相關工程考量，表達了高度興趣。研討會

顯不足。因此，下一階段將考慮建築物安全為主軸，進行規範制

後，主辦單位亦收到若干來自業界先進想要獲得演講投影片內容

定，以強制手段的規範來滿足現階段的要求。在相關耐震與防災

之請求。凡此種種，皆證明了社會各界人士對於國震中心最新研

政策的部份，美國聯邦政府原則上不會干預地方政府的處置。通

究成果之高度興趣與期待。

常是先要有問題產生，才會有相對應的政策處理，然而地震的問

本研討會亦邀請參與之研究團隊，以簡要論文之形式，發表

題往往是優先度較低的。就層級而論，美國聯邦政府有 Federal

相關實驗與研究成果。會後亦將所有簡要論文彙整成冊，以中心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與 Applied Technology

報告之形式對外公開，達成國家社會支持吾人進行地震工程研究

Council, ATC 兩大組織，應用各種技術、條款與統計資料讓地方

之期待。

政府有明確的依據與資源。而加州政府近期跳脫傳統依統計機率
進行推演的方式，進一步改採實際都會地區現況假定受到大地震
進行模擬，由一個完整災害情節與場景供大眾了解。進而使地方
政府能更有效積極的推動立法，要求建物的擁有者限期改善處理。
國震中心未來也會參與都會地區的境況模擬，促成相關研究或政
策推行。此部分值得作為國內的借鏡，未來可以與國家防災中心
(NCDR)合作推動相關的地震防災科普教育與政策。
本次參與第十一屆美國地震工程研討會，著實獲益良多。對
於歐、美、日等國家先進的技術有所了解的同時，更應謙遜的深
入學習。期勉國內以土木或地震工程相關領域為志業的同仁，持
續精進努力！

2018NCE 與會來賓合照

主任 黃世建
技術師 王孔君

助理工程師 陳家漢
助理研究員 楊卓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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