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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相關之大地地震研究之一》

地震與海浪引致海床土壤液化

發行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依據德國認證單位 GL 相關認證準則(Guideline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Offshore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200 號

Wind Turbine) 說明，風機之設計應綜合考量地震力、風力及波浪條件組合進行極限

電話：(02) 6630-0888
傳真：(02) 6630-0858

載重分析。然而就台灣的環境條件而言，土壤液化現象常伴隨著及動態外力條件(地

網址：http://www.ncree.org.tw

震力及波浪)的作用而發生，進而影響整個基礎層之承載機制及動態特性。
土壤液化指土壤顆粒間的孔隙因為反覆外力的作用而壓縮，進而使其有效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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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零，使土壤失去剪力強度，呈現如液態的狀況。針對離岸風機之基礎土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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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其土壤液化之反覆外力條件包括地震力以及波浪作用。前者主要以板塊運動
所造成的地殼變動為主。由於地球內有一種推動岩層的應力，當應力大於岩層所能承
受的強度時，岩層會發生錯動而釋放巨大的能量，並產生地震波。當震波到達地表時，
引起大地的震盪，這就是地震。後者則是當波浪在海面傳遞的過程，波浪會對海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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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態壓力，當壓力傳遞到海床的內部，會使海床土壤同時受到垂直應力、水平應力、
孔隙水壓及扭剪應力的影響，使海床產生不穩定，甚至破壞。此液化現象對於風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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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風機製造廠商所率定的頻寬範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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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地震形式外力之液化評估，目前世界主流之評估方法為 SPT-N 及 CPT-qc 簡
易評估法。其中，SPT-N 法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H.B. Seed 所領導之研究團隊，
長期累積相關研究成果後首先提出，為類似方法之原創者。由於 SPT-N 液化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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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方法簡單、容易理解且具一定程度之正確性，因此廣為各界採用。世界各國之學
者再依類似邏輯，以不同之考量方式或是統計資料庫，發展出其他 SPT 液化評估法。
國內學者黃俊鴻等人 (2005;2012) 亦以 SPT-N 值為參數，發展出本土性之 HBF
(Hyperbolic function) 液化評估方法，其分析流程見圖一。該 HBF 方法係以台灣 921
集集地震案例資料庫為基礎所發展，對於台灣地區之液化判釋具有較佳之準確度，且
有液化強度曲線公式簡單，參數有明確物理意義，所需要之各種修正公式與係數簡單
易記，未來亦建議用於地震力作用下，此法為海床基礎受震液化之評估工具。
CPT-qc 簡易評估法之發展亦依循 Seed 教授發展 SPT-N 簡易評估法之開發架構。
在 CPT-qc 的方法中，Robertson (2009)及 Ku and Juang(2012)所開發之 CPTu 法，係經
由各國實際液化/非液化案例所發展，經統計方法之驗證，已證實為世界主流 CPTbased 的方法中準確度較佳方法之一，未來亦建議採用在地震力作用下，作為海床地
層之液化評估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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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amazaki (1984)對於波浪引致之外力考量與前者相同，惟對
於抗液化強度之考量則利用動力三軸、單剪、中空扭剪等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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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數對於抗液化強度之影響，再從而推求抗液化強度，相較於
Nataraja and Gill (1983) ， 應 屬 相 對 合 理 之 方 法 。 Ishihara and
Yamazaki (1984)所建議之波浪引致海床液化分析流程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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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Hwang 等人(2005; 2012)建議之 SPT-based 評估法分析程序

海浪引致海床土壤液化評估方法
有關波浪作用引致海床液化議題始於 1970 年代。相較於地震
力之作用，波浪外力之作用延時、周期均更長，作用周數也更多，
所作用之外力方向亦隨著波浪之行進而有所改變。
本中心蒐羅各國相關技術報告及文獻，回顧海浪引致土壤應

圖二 Ishihara and Yamazaki (1984)建議之評估法分析程序

力變化試驗及理論，並綜觀各國室內試驗及現地試驗相關結果及
數據，可歸納發現砂質土壤在極端波徵之波浪作用下，配合土壤

結語

應力歷史，可能產生含消散緩慢之殘餘水壓的殘餘液化及含週期
性震盪孔隙水壓之暫態液化，惟各國文獻中現地量測數據而言，
僅發現暫態液化之液化型態，歷時短於數秒內，且有受波浪作用
之記憶效應，對離岸構造物之影響尚不顯著。在各國研究成果當
中，雖在室內大型水槽試驗當中可觀察到對構造物穩定影響較為
劇烈的殘餘液化；但在現地試驗中，僅發現暫態液化現象，由量
測之數量並未觀察到對構造物穩定影響較為劇烈的殘餘液化，亦
或為各國相關海事工程之設計準則與標準甚少明確要求考量海浪
引致海床土壤液化之原因。
雖然各國相關海事工程之設計準則與標準多未要求考量海浪
引致海床土壤液化，然考量實務上或許仍有設計需求，以及提供
工程師考量此一議題之參考依據。本中心另為建立海浪引致土壤
液化評估之流程與數值程式，提供海事工程設計之參考工具，亦
研查相關文獻後，羅列並比較各種簡易評估法之差異。針對波浪
所造成之海床液化評估方法，Nataraja and Gill (1983)假設海床地
層材料為彈性、均質及等向之條件下，推導出簡諧運動波浪引致
之外力，並建議以簡化方式考量 0.1 倍波長深度之情況；對於抗
液化強度部分，則以地震力引致土壤液化之概念，發展海床受波
浪力作用下之液化潛能評估法。雖然在強度考量上，有將作用周
數納入考量，惟尚未合理考量波浪作用下應力作用方向改變對於
抗液化強度之影響，因此其分析結果可能略偏於不保守。Ishi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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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地震引致之土壤液化評估方法，經長期的研究支持及統
計資料驗證，SPT-N 法及 CPT-qc 法皆為目前世界之主流評估方
法，惟不論何類方法皆是以陸域資料為訓練基準，若未來海事工
程執行後有資料反饋，期能精進；針對海浪引致土壤液化之議題，
現今不論任何方法，可能都有偏於保守之情況，未來海事工程設
計可針對個別風場進行現地之土壤應力變化量測，確認個案海象
對海床土壤液化之影響程度，亦可採本文建議之評估流程，在土
壤飽和狀態進行液化評估之保守作法。
副研究員 盧志杰
佐理研究員 王俊翔

《離岸風電相關之大地地震研究之二》

海上風機模型試驗之柔性邊界剪力試驗盒建置
台灣海峽擁有世界數一數二的優良風場，政府新能源政策中

目前柔性邊界剪力試驗盒設計尺寸，範圍在長 1 m 寬 0.5m 高

海上風機亦佔有相當比例。然地震與颱風兩大天然災害為台灣海

1m 左右。此大小適合小型試驗室，試體準備方便，然尺寸效應較

峽風場主要威脅，將引起工程疑慮，如海床液化，若能進行相關

顯著。

模型試驗，則可降低工程疑慮。

大型柔性邊界試驗盒除試體準備與收藏困難外，振動台輸出

剪力試驗盒為試驗土壤或土壤結構受震反應之利器，在不斷

功率也是問題。目前大型剪力盒有國震中心鋁框架大剪力試驗盒

改變剪力試驗盒機構與尺寸下，剪力盒可以應用的題目越來越多

雙軸向、層間衝程為 30 cm。其餘各研究單位如：PannState College

元與豐富。配合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台南實驗室高速長衝程振

of Engineering 的 2.3 m * 2.13 m * 1.83 m 鋼材框架剪力試驗盒，

動台，與近斷層效應及離岸風機等相關研究，研製具有長衝程與

單軸向、層間衝程 2.54 cm；UC, SanDiego 的 6.7 m * 3 m * 4.7 m

大試體及雙軸向柔性邊界等特色的新大型剪力試驗盒。

鋼管框架剪力試驗盒，單軸向、層間衝程 2.54cm；SEESL 的 5 m

研製過程中除參考已有剪力試驗盒設計，也進行數值模擬新

* 2.75 m * 6 m H 型鋼框架剪力試驗盒，雙軸向、底層至最頂層最

大型剪力試驗盒之設計，應用中空鋁條降低自重，並在框架角隅

大允許傾斜 2 度。大型剪力試驗盒框架皆以鋼質為主，除國震中

處內置鋼塊限制角隅變形，進而控制框架整體勁度與變形量，克

心為鋁框架。框架以鋼質設計可較容易控制框架變形程度與加工，

服剪力試驗盒尺寸放大後，自重與土壓力使勁度變低與變形過大

然鋼質比鋁質框架增加之重量勢必影響試驗結果。

等問題。最後利用數值模擬結果，修改外牆幾何形狀，以最佳型
式使外牆以最少材料達到要求勁度。

框架間移動設計主要形式為滑軌滑塊接在框架側邊，如圖二
a，及鋼珠軸承裝接在框架下方，如圖二 b。滑軌滑塊連接，外牆

新大型柔性邊界剪力試驗盒可降低結構土壤互制模擬時尺寸

架將平均承接各框架重量，每層滑動摩擦力一致，但滑軌滑塊會

效應與邊界效應影響，並具有雙軸向模擬功能；若搭配國家地震

承受由框架自重產生的力矩與垂直力，進而產生變形影響滑動。

工程研究中心台南實驗室高速長衝程振動台，則可應用於更廣泛

鋼珠軸承連接，框架重量直接傳遞至下層，越下層鋼珠軸壓力越

之研究。

大，則層間摩擦力不一致，但配置與變形控制較容易。

一、現有剪力試驗盒應用與設計
剪力試驗盒設計最早用於波傳試驗，討論地震波放大效應
(Kokusho, 1979)研究；而後地震引致液化問題 (Lamb & Whiteman,
1981)、土壤動力性質試驗討論、土壤結構行為模擬也都使用剪力
試驗盒進行試驗。
目前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已有兩座雙軸向柔性邊界剪力試驗盒，
如圖一所示。分別於 1999 與 2011 年由翁作新教授與工業技術研

圖二 框架連接示意圖 (a、b)
外牆設計會注重通透性，方便觀察試體變化與架設儀器。小
剪力試驗盒輕，以鋼或鋁架外加壓克力板；而大型剪力試驗盒一
般以鋼構架為主，取其強度高與易加工特性。

究院機械工程研究所共同設計開發，最大剪力試驗盒尺寸為 1.88
m * 1.88 m * 1.5 m 與 1.9 m * 1.9 m * 2.5 m。

二、新剪力試驗盒設計需求、數值模擬與組裝測試
新設計雙軸向大型柔性邊界剪力試驗盒為減小尺寸與邊界效
應，土體尺寸設計為 2.5 m * 2.5 m * 3.0 m；為未來能有更多應用，
水平雙軸向衝程分別為 60 cm 與 120 cm。
新型大型剪力試驗盒如圖三所示。由內而外分別為內框、外
框與外牆，三者間以滑塊與滑軌連結。內框固定支撐土體，防止

圖一 國震中心鋁框架剪力試驗盒

土體側向變形。為使土體受水平剪力可以自由側向變形，因此 3
m 高土體分成 30 層，每層內框高 8.5 cm，上下間距 1.5 cm。

兩座雙軸向柔性邊界目前已為學術界與業界提供豐碩成果，

內框與外框可相互移動之衝程設置為較短之 60 cm，長衝程

然近期離岸風機相關計畫與近斷層效應研討，需要求長衝程與大

設置在外框與外牆，其可相互移動之衝程為 120 cm。兩個可相互

尺寸剪力試驗盒，而目前兩座剪力試驗盒無法完全滿足。

移動之衝程方向相互垂直，因此可提供土體雙軸向自由水平移動。

回顧過去至現今剪力試驗盒設計趨勢，尺寸越來越大且由單

框架設計原則為圍束土壤，且不能變形至影響滑動。設計時，

軸向到雙軸向。大尺寸剪力試驗盒可以降低邊界與尺寸效應，進

設計目標為土壓力最大的底層框架。覆土深 3 m，側土壓力 4.95

大尺寸模型試驗；而雙軸向可完整模擬平面波對試體之影響，亦

t/m2。框架受自重與側向土壓力合力，且受力方向未支撐長度達

可在單向試驗時允許法向運動，降低束制條件對試驗影響。

2.5 m 等因素，增加框架變形控制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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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設計之斷面為寬高 7 cm * 8.5 cm，壁厚 2 cm，內側為長

外牆之設計如圖五所示。數值模型中，振動台平面以剛性底

2.5 m 之正方形。空心鋁條間以鋼質角隅加勁塊連接，抑制角隅變

板模擬，外牆除底座肋版與剛性版接觸以支撐接觸模擬，其餘構

形，使框架整體變形變小。外框架配置與設計與內框架雷同，斷

件組合會施加預力或焊接，因此構件間接觸以固接模擬。

面尺寸為 8 cm x 8 cm，壁厚 2 cm。

模態模擬結果如圖六，第一模態為 30.3 Hz，長邊同向擺動；
第二模態為 34.2 Hz，短邊同向擺動；第三模態為框架 local mode。
外牆頻率試驗組裝配置如圖五，第一模態為 y 方向的 30.4 Hz，
第二模態為 x 方向的 36.7 Hz，在 z 方向無明顯的反應。
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比較如表二，實際組裝之頻率稍大於數
值模擬結果，乃因框架滑軌與滑塊並未完全鎖固，於振動時僅部
分框架質量參與 x 向擺動，導致 x 方向試驗結果稍大。

圖三 數值模擬與試驗配置圖
數值模擬中，外側滑塊邊界條件為自由，於圖三左上角隅處
設為固定端，其餘三處角隅僅垂直向支撐。
框架變形如圖四，內側框架無滑軌側向下垂外凸，最大值為
4.4 mm；有滑軌側向內凹，最大值在中點 1.7 mm。內框架主要變
形是因自重引致之垂直向變形，土壓力引致框架變形在滑軌側不
明顯，無滑軌側變形量達 4.15 mm。
圖五 外牆結構與組裝測試圖

外框架變形如同內框架，因內外框架以鋼質滑軌滑塊連結，
所以差異不大。又因外框架與內框架連結處變形量小，因此外框
架另一側受擠壓之變形不大，最大變形量在框架中點 0.65 mm。
框架變形試驗配置如圖三所示，內框內配置構架與油壓千斤
頂，模擬側土壓擠壓框架，施加 12140 N 於內框架四邊；外框架
四個角隅以襯墊墊高。變形量測位置如圖三所示，點 a 變形量為
6.2 mm，點 b 變形量為 2.1 mm。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比較如表一
所示，實際組裝變形量稍大是因應框架組裝墊片精度所致，此一

圖六 數值模擬外牆震動模態圖

差異可進一步調整。

表二 外牆頻率試驗結果模擬結果比較
x方向顯著
頻率

y方向顯著
頻率

z方向顯著
頻率

數值模擬

34.2 Hz

30.3 Hz

30.3 Hz

試驗結果

36.7 Hz

30.4 Hz

--

三、結語
藉由數值模擬與剪力盒組裝後試驗顯示，剛性外牆主要振動

圖四 數值模擬框架變形圖
表一 框架試驗量測數據與模擬結果比較
點a (mm)

點b (mm)

數值模擬

4.39

1.64

試驗結果

6.2

2.1

頻率避開一般土壤結構互制模型試驗關注頻率，降低對試驗結果
之影響；同時內外框架變形可控制在不影響層間滑動，且能有效
圍束土壤試體。
除此之外，研製過程中數值模擬相關程式，亦可進階應用於
模型試驗前之數值模擬。藉由數值模擬預測試驗結果，提早修正

外牆設計需求、數值模擬與組裝測試
外牆設計須配合天車吊掛重量限制，扣除內外框及附屬配件
重量後，即為可應用重量。可應用重量雖較寬裕，但仍有限制。
除此之外，外牆自然振動頻率須避開試驗頻率範圍，避免外牆自
然振動頻率影響震動反應。因此外牆採構架式設計，在有限重量
下提供較高結構勁度，使其自然振動頻率需大於 3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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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配置，獲得較佳與準確試驗結果。
副研究員 張為光
助理工程師 陳家漢

《離岸風電相關之大地地震研究之三》

台南實驗室相關儀器於海上風機場址分析之應用
能源是國家發展及經濟成長之基本動力，台灣屬島嶼式國家，

(CD test)及壓密不排水(CU test)試驗，利用 GDS 自動化整合

天然資源相對於缺乏，絕大部分能源依賴進口，近年來國家環保

系統及壓力體積控制儀(STDDPCv2)，可模擬不同土壤深度及

及永續發展意識抬頭且台灣西部海上風場，夏有西南氣流吹拂，

條件，進行高解析度及精度之試驗。

冬有東北季風盛行，風力資源豐富，故離岸風電便成為再生能源

土壤動態性質相關試驗設備

開發之重點。
對設置於海上風場之離岸風機而言，其需承受風、波浪、海
流與潮汐等作用造成之反覆負載，在臺灣，更有颱風、巨浪與地
震等短期極端荷載，以及西部離岸風場須面對之土壤液化問題，
故須謹慎設計基礎型式及性能而基礎型式與海床地層特性直接相
關，若欲進行精確之離岸基礎設計，須於精密環境控制下進行完
整土壤實驗室試驗，方可精確掌握海床地層組成與力學性質，並

考量離岸風機支撐結構承受風、波、流與地震等負載，設計
上須準確掌握地震場址效應與基礎動態勁度，並應合理評估土壤
液化潛能，提供分析所需之土壤動態性質，故本實驗室採購由英
國 GDS 公司所生產之動態三軸試驗系統、共振柱試驗系統及反覆
單剪試驗系統進行土壤動態試驗。


動態三軸試驗系統(Dynamic Triaxial System) ：動態三軸試驗
系統為土壤動態試驗最常使用之設備，其加載方式有別於傳

識別可能之地質風險。

統三軸，傳統三軸僅能單軸向(One-Way)加載(軸差應力均大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臺南實驗室因應未來

於 0)，而動態三軸則可進行雙向(Two-way)的加載模式(軸差

離岸風場海床地質鑽探之大量室內試驗需求，建置土壤力學實驗

應力會在正值與負值間震盪)，可用於求取土壤抗液化強度及

室提供土壤基本物理性質、強度、靜態及動態性質等試驗，能強

土壤大應變下之動態特性。

化國內土壤試驗專業能量，提供高品質且具公信力之測試服務。


共振柱試 驗系 統(Resonant Column System) ：共振柱 試驗
(Resonant column test)亦為常用之土壤動態性質試驗，係利用

土壤力學試驗設備配置

剛性驅動系統，對圓柱狀土壤試體進行不同頻率之簡諧扭轉
本實驗室主要參考國內外知名土壤力學實驗室之服務能量，

激振，量測其轉角反應並換算為剪應變，藉由土體自然頻率求

並比較各類試驗設備之優缺點，據以建置高性能且自動化試驗系
統，土壤力學實驗室設備配置，如圖一所示，各主要設備以下分
別詳述：

土壤基本物理性質相關試驗設備
主要供求取土壤基本物理性質與土壤分類之用，作為初步分

取較小剪應變下土壤動態特性。


反覆單剪試驗系統(Cyclic Simple Shear System) ：反覆單剪試
驗(cyclic simple shear test)目的在模擬地震時剪力波於水平地
層垂直上傳所造成之土壤反覆受剪行為，因此較動態三軸試
驗更能模擬地震造成之應力狀況，相當適用於評估土壤動態

析土層性質及特性之重要基本參數，其設備包括：

性質、剪力強度與抗液化強度。其所需土壤試體長度也小於傳



統三軸，對現地土壤而言，更能進行多組試驗。

大型熱循環烘箱、電子天平、恆溫水槽、搖篩機、標準篩網、
液塑限試驗儀及其他相關實驗所需容器等等，可進行土壤基
本物理性質評估所需。



相對密度試驗儀，為義大利 Controls 公司所生產，可供砂土
或現地無凝聚性土壤評估緊密程度所使用。

靜態土壤剪力強度及壓縮性相關試驗設備
於基礎設計中，承載力與沉陷量評估一直是最基本的問題，
故土壤力學實驗室中配置自動化之壓密試驗儀、直接剪力試驗儀
及英國 GDS 公司所生產之靜態三軸試驗系統，可提供自動化且高
精度土壤剪力強度及壓縮性參數之試驗。


自動化壓密試驗儀：用以評估土壤壓縮性之設備，搭配自動化
擷取設備，可大幅減少人力需求且提高實驗準確性。



自動化直接剪力試驗儀：為業界最常使用剪力強度試驗設備，

圖一 台南土壤力學實驗室設備配置
專案助理技術師 葉事義

可執行不壓密快剪(Q test)、壓密快剪(QC test)及慢剪(S test)，
藉由自動化系統可與上述壓密試驗系統相同，擁有高精度且
減少人力之特性。


靜態三軸試驗系統：可進行不壓密不排水(UU test)、壓密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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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與韓國土木工程與建築技術
研究院 (KICT) 交流活動

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海外推廣
國震中心近年來在地震預警系統的研發與應用逐漸擴展，目
前已經完成全國三千餘所校園地震預警系統的建置，也爭取到前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自 2009 年起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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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卓越。近日韓國 KICT (Korea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Building Technology)來訪本中心，由校舍專案辦公室負責安排本
次來訪行程，在學術交流之餘，也讓韓國來賓走訪臺灣校舍補強
成果。爰此，本中心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到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安排參訪行程。

瞻計畫，建置複合式地震速報服務，開發地震防災產業．最終目
標要將地震預警系統輸出海外，擴展防災外交．有鑑於此，計畫
團隊積極遠赴海外參展，尋求海外合作夥伴，建置海外示範基地，
做為後續地震預警系統應用推廣的基石．
107 年八月赴印尼 ITB 研討會布展，計畫團隊赴印尼舉辦 ITB
研討會、並於現場展示國震中心所研發的地震預警系統，獲得參
與研討會的業界以及學界人士相當多的關注．並與印尼學界以及
地震觀測方面的政府單位與相關產業界交換資訊，規劃下一階段

參訪團行程介紹

與印尼合作方式，在印尼測試與推廣國震中心所研發的現地型地
參訪行程之首日，以現地校舍呈現耐震補強成果，參訪臺北

震 預 警 系 統 ． 107 年 九 月 赴 印 度 拜 會 Institute of Seismology

市立福林國小、臺北市立太平國小。並由本中心陳敬潔小姐針對

Research (ISR)以及 CSIR-National Geophysical Research Institute,

參訪校舍詳細說明其地理環境、校舍耐震評估與補強歷程及補強

Hyderabad，介紹國震中心所開發之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以及未

有效性說明…等。亦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陳穎琦小姐、

來於印度建置與合作事宜．十月下旬已經與 ISR 簽署合作協定，

臺北市政府許伯辰技正一同參與活動。此外，本中心翁樸文先生

共同於進行地震預警系統的建置與測試．107 年底，印方已經提

亦對來賓解說校舍耐震評估方法…等技術性議題。參訪學校福林

供歷年地震事件資料供分析．國震中心提供一套示範系統，預計

國小楊校長、劉前主任、翁主任及太平國小徐校長及簡主任帶領

108 年 2 月運往印度 ISR，3 月派員安裝與測試．同時雙方針對此

參訪團參觀校園並介紹補強成果；校方另委請王東榮技師介紹校

一示範案例，共同開發適合於印度之地震預警分析模式．預計 6

舍補強之成果。

月後可以正式上線測試．並以 ISR 的合作為基礎，將相關成功經

參訪行程次日，於國震中心舉辦 KICT 與 NCREE 的學術討

驗帶往新德里，向新德里市推廣現地形地震預警系統．107 年十

論會議，首先由國震中心鍾立來副主任針對臺灣校舍耐震提升方

一月中旬赴韓國參加韓國創新科技安全展(K-Safety Expo 2018)、

法及使用之評估方法…等議題與來賓簡報。之後，KICT 的兩位研

韓方特別邀請國震中心設攤展示、主要因韓國近期地震頻繁，但

究員 Dr. You 及 Dr. Shin 分享韓國目前之耐震能力提升成果。會

韓國氣象局尚未研發區域型地震預警系統，故團隊藉由本次參展

後，由黃世建主任帶領來賓參觀國震中心實驗場，下午再至台灣

推展地震預警系統至韓國。，預警系統可以提供快速有效的預警

大學聆聽密西根大學李教授之演講。

資訊、並透過自動化控制的方式，協助人員避難疏散，並透過減
災控制減少經濟災損。107 年下旬赴紐西蘭洽談地震預警示範場
域．拜訪紐西蘭代表處、當地營建相關廠商，並實際在地震頻繁
的基督城以及威靈頓實際場刊、尋找合適的示範場域，規劃於 108
年年度進行建置與測試．
地震預警的海外輸出，需要長時間的規劃、建置、驗證與推
廣．計畫團隊會持續努力，將本中心所開發的地震預警系統推廣
至海外，擴展防災外交．

本中心黃主任(右四)與鍾副主任(右三)與 KICT 研究人員合影

結語
近年來，世界各地地震災害頻傳，建築物耐震安全的維護成
為國際間的重要課題，相信這兩天的交流活動對臺韓雙方學術交
流應有顯著之成效，更期待在未來能有更多互相切磋的機會，互
相精進。就防災角度來看，補強不僅保障生命財產安全，更可使
國家不再畏懼天災降臨，提升未來發展潛力。
專案技術員 陳敬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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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K-Safety Expo 2018 會場中展示「現地型地震預警系統」
研究員 林沛暘

中心活動

2018 未來科技展參展活動

台 86 線 24 號橋車輛載重試驗

科技部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於世貿展覽館主辦「2018

台 86 線為「東西向快速公路－台南關廟線」，是臺灣東西向

未來科技展」(Future Tech Expo ,FUTEX 2018），邀集了相關學研

快速公路之一，全線在台南市境內，西起台南市南區台南端接台

機構與法人、園區等合計 123 項新創技術成果進行展出。今年度

17 線，東至台南市關廟區關廟交流道接台 19 甲線及國道三號，

本中心參展之兩項技術為「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及「智

通車長度 20 公里。

慧橋梁安全防災管理系統」。「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技

本試驗採用建置之光纖沉陷計監測系統量測全橋各跨中點變

術，可模擬不同地震強度下城市建築損壞模擬分析，透過非線性

位。根據竣工圖及公路橋梁設計規範，計算東行線試驗時所須佈

動力歷時分析，預測或模擬真實地震事件每棟建築損壞，透過 3D

設之車輛數量。以第 7 跨為例，跨度 L 為 40 m，車道數為 2。以

模型與 VR 可視化展示地震模擬分析結果，模擬分析平台可與 AI

HS20-44 之車道活載重進行評估，橋梁承受均佈載重 0.96 tf/m，

技術結合，提供地震防救災規劃之用。自行開發地震防災智慧城

集中載重 8.2tf。假設活載重超載 30%，規範車道數載重之折減係

市模擬平台，結合 3D GIS 自動化建模技術，僅需筆記型電腦等級

數為 1.0、衝擊係數 I = 15.24/(L+38.1)=0.195，則單一跨度之活載

配備，進行非線性動力分析，來模擬巨量城市建築損壞分佈，搭

重，當考慮超載及衝擊效應後，總活載重約 144 tf。針對總活載重

配本中心研發 VR 虛擬實境展示巨量城市建築 3D 模擬技術，展

約 144 tf 的條件，恰可使用 6 部車進行試驗。由於 6 部車同時作

示城市建築損害分佈狀況。

用於大梁上將產生較明顯的變位量，依據兩年長期監測結果分為

而「智慧橋梁安全防災管理系統」技術，則結合橋梁定期檢

A1 及 A2 單元進行試驗。台 86 線 24 號橋東行線之車輛載重試驗

測作業履歷，常時提供橋梁安全評估資訊，並整合全自動長期監

結果顯示，A1 單元第 1 跨、第 7 跨及 A2 單元第 8 跨、第 14 跨，

測系統，於災害發生前可及時通知橋梁管理單位應變，災後可快

大梁中點變形量與大梁頻率變化與過去車載試驗結果一致，研判

速診斷橋梁健康狀態。傳統橋梁檢測照片和檢測資訊是不同的檔

本橋梁尚可符合使用效能。

案，整理資料經常遇到困難且容易出錯。首創將詮釋資料資訊技

試驗人員：葉芳耀、洪曉慧、陳俊仲、李政寬、李柏翰、許

術應用於橋梁檢測記錄上，大幅降低橋梁檢測資料彙整上的困難

家銓、李路生、江奇融、陳君隆、蕭勝元、王柄雄、劉小勤、Marco

度。結合先進的橋梁監測系統資訊，選定特殊或需要特別照護的

Bonopera。

橋梁安裝完整的監測系統，當橋梁遭遇地震或颱風洪水時，橋梁
監測系統可以進行快速健康診斷，更能有效完整照護橋梁的健康
安全。本次未來科技展活動展出規模與參觀人次皆創新高，共計
吸引超過 5 萬人次參觀及逾 4,000 場次的媒合洽談，參展活動
順利圓滿結束。

副研究員 李柏翰
圖一 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部長視察情形

圖二 智慧橋梁安全防災管理系統-展出解說活動
研究員 王仁佐、副研究員 陳俊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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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設計準則
(環境)座談會

台灣離岸風機支撐結構設計準則
(地震)座談會

就離岸風力機或風電場的設計及開發而言，台灣是易受颱風

就離岸風力機或風電場的設計及營運而言，其風場開發或風

與地震侵襲的區域，由於不同於歐洲離岸風電場的地理環境，有

力機的設計標準及驗證(認證)，通常是採用國際電工委員會所制

必要建立適用於國內環境條件的準則。國震中心導入 DNVGL-ST-

定的 IEC 61400 系列標準。其為國際標準，然而各國特有之自然

0126 風力機支撐結構與 DNVGL-ST-0437 風力機環境載重與場址

環境不同，風場開發或風力機設計所應考慮之環境要素將因而不

條件標準，訂定符合台灣海峽特有的環境的「台灣離岸風力機支

同，其中包括高風險的颱風與地震。有鑒於此兩者環境因素均同

撐結構設計準則」，提供風力機支撐結構設計時，符合抗颱耐震

時存在台灣離岸地區，對於台灣風力發電之發展有重大影響。國

的要求，如此方可確保風力機使用期限內運轉的安全。為廣泛徵

震中心於 2018 年 10 月公告「台灣離岸風力機支撐結構設計準則」
，

詢各界的意見，2018 年 12 月 11 日於國震中心舉辦台灣離岸風機

以作為台灣離岸風機設計之參考。該準則彙整 DNVGL-ST-0126

支撐結構設計準則-環境條件與環境載重座談會，參與人數約 70

支撐結構與 DNVGL-ST-0437 環境載重標準所擬訂，並針對台灣

人，會中說明準則中關於環境條件的內容大綱，並藉此與國內學

特定之地震荷載設置地震專章，為參考 ANSI/API Recommended

者專家交流的機會，能獲得進一步修正準則條文的資訊。

Practice 2EQ 研擬相關分析程序。該準則中，屬本土化之設計反應

座談會所邀請的講者均實際參與離岸風電環境領域的研發，
內容包含海氣象資料分析，風力機支撐結構設計、驗證與水動力

譜分析流程與場址地工調查與分析之要求已被採納至新版 CNS
15176-1 標準中。

分析，極端風速評估等，內容豐富。首先由本中心蔡原祥博士報

有鑑於地震荷載對台灣地區之重要性，本中心與台灣離岸風

告「離岸風機支撐結構環境條件與載重簡介與彰濱海氣象特性分

機基礎暨海事工程協會共同合作，於 2019 年 2 月 14 日假台灣大

析」，簡要說明準則的內容概要與台灣海峽海氣象特性。核能研

學應用力學研究所舉辦「離岸風機設計地震基本要求專家座談會

究所黃金城組長提出所擬定之「極端環境條件之本土化離岸風機

議」。該會議之舉行主在蒐集各單位針對「台灣離岸風力機支撐

及支撐結構整合設計驗證分析」，中國驗船中心林宗岳組長講述

結構設計準則」，在現階段耐震設計基本要求之執行經驗之分享

「離岸套管式基礎結構於環境負荷之極限強度及疲勞壽命分析」
，

或反饋意見，以促使未來準則之操作與執行，能符合耐震程序的

成大朱聖浩教授說明「套管式離岸風機之極限與疲勞負載設計及

要求，以提高台灣離岸風力機支撐結構之耐震安全性。

相關設計程式說明」，台大黃心豪教授說明「應用改良式基因演

本次會議共計約 140 人參與(圖一)，與會人士包括工程顧問

算法對離岸風機支撐結構最佳化設計」，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

公司、DNV GL 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標準局、財團法

心鐘承憲處長則報告「蒙地卡羅法應用於澎湖區域之颱風風速模

人中國驗船中心、學術單位與銀行等與風機設計相關的單位。會

擬」，此方法為 IEC 61400-1 最新版本，針對颱風極端風速的預測

議共分為四個子題，一、說明「台灣離岸風力機支撐結構設計準

而增定。本次座談會反應熱烈，與會者幾乎皆全程參與，最後綜

則」之發展；二、為本土化設計基準地震之程序與要求；三、地

合討論時段充分討論並提出建議，對未來準則的修訂將有莫大的

盤反應分析程序與要求；四、大地工程參數設定之規定。主要藉

助益。

由案例協助說明本準則之規定與執行面。最後之討論乃期望在離
岸風電驗證體系中針對國內離岸風機設計所需之耐震程序可達成
一致性的共識。各單位也能即時反映與說明執行上之困難，該回
饋都將做為修改準則之參考。
另外，本座談會議邀請台灣營建研究院呂良正院長，說明離
岸風機支撐結構設計應具備外審機制之程序，以提升台灣本土技
師在風機設計方面之能力，並間接為風機耐震安全把關。

座談會現場實況
副研究員 蔡原祥
研究員 鄧崇任
圖一 各單位參與座談會之情況
研究員 柴駿甫、副研究員 張毓文、許尚逸、盧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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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鋼骨箱型柱內橫隔板採四面電熱
熔渣銲可行性研討會

建築結構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
研討會(台中場)

台灣鋼結構建築常採用由四片鋼板組合之箱型柱，此箱型柱

近兩年來連續發生美濃地震及花蓮地震，造成數棟住宅大樓

與梁構件之接合為傳遞梁端彎矩，箱型柱內一般配置內橫隔板以

倒塌或嚴重損害，內政部營建署全面推動老舊危險建築物耐震能

傳遞梁翼板之應變硬化的拉力。國內鋼結構工程實務大多採用日

力快篩，及後續耐震評估與補強措施，並積極推動單棟大樓階段

本開發之 SESNET 工法進行箱型柱內橫隔板的電熱熔渣銲接

性補強計畫。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SW)，因該工法為自動銲接，銲接效率高，普遍獲得國內鋼構廠

合作，開發出臺灣結構耐震評估側推分析法（簡稱 TEASPA 3.1）
，

的青睞，鋼構業界也期待能將內橫隔板的四邊與箱型柱的四面均

可合理反映中高樓結構柱在高軸力變化下之構件非線性鉸發展狀

能採用 ESW，取代現行兩面 ESW、兩面人工銲接的施作方式，以

態，此方法已通過內政部營建署認證。

縮短銲接時間。國內相關研究自 1990 年即發現，箱型柱內橫隔板

本中心於 2 月 21 日與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財團法人

之 ESW 銲接於施作時，容易造成銲道偏移，進而導致該梁柱接合

中興工程顧問社、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及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

的脆性破壞，近年來國內在此相關的研究也發現，箱型柱含 ESW

會假中興大學土木環工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共同舉辦「建築結構

銲道之梁柱接合脆性破壞並非僅與銲道偏斜有關，包括該銲道的

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研討會(台中場)」，約有 70 多位學者、專家

力學特性、銲道的檢測方法、銲道與其熱影區的衝擊韌性、及 WPS

及工程先進參與此次研討會。

的適用性等，大多問題已逐步釐清，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

本次研討會邀請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薛強博士、李其航

「鋼骨箱型柱內橫隔板採四面電熱熔渣銲可行性研討會」於

研究員、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涂耀賢教授、許庭偉技師與本中心林

2019 年 1 月 18 日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

敏郎博士、蕭輔沛博士、邱聰智博士、曾建創博士、翁樸文助理

中心舉辦。本研討會主要分享近期國內有關應用於箱型柱之 ESW

研究員介紹補強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術，包含磚構造初步評估、木

電熱熔渣銲相關研究成果給國內工程師，本研討會也邀請日本的

構造初步評估、臺灣結構耐震評估側推分析法(TEASPA 3.1)之 P-

專家參與研討並分享日本相關的研究成果。本研討會的演講者也

M 非線性鉸、TEASPA 3.1 輔助程式、階段性補強設計方法、RC

提出國內箱型柱內橫隔板採四面電熱熔渣銲的解決方案。研討會

牆之模擬技術(等值柱、斜撐)、開口 RC 牆之模擬技術與新式耐震

實際情形如照片所示，

補強工法介紹等共 8 個議題。本次台中場之研討會獲得工程先進
的良好迴響。將於 3 月 7 日再於台南舉辦同系列研討會，期能提
供評估補強技術給國內工程師執行相關業務參考，協助政府推動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會議問題討論
專案佐理研究員 陳幸均

助理研究員 莊勝智
研究員 林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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