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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係針對既有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 RC)結構補強，提供一新型的補強方
式。近期地震勘災發現許多既有老舊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因為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所損傷，因此
對於耐震能力有疑慮或是確實有不足的建築物必須執行耐震能力補強。在臺灣，對於鋼筋混
凝土常用之補強方法如擴柱、翼牆、增設剪力牆或是磚牆等方法增加建築物的耐震能力。但
是這些濕式補強方式常在施工過程中產生大量的粉塵、噪音以及需要噪音以及需要求住戶遷
離。這使得施工期間建築物內部無法使用，進而造成住戶或是使用者之不便。濕式補強方法
造成的不便利性，使得難以在私人建物上推動耐震能力補強，因此需要發展乾式且能快速的
補強方法，以有效推動耐震補強工程。
本報告擬介紹一使用挫曲束制斜撐(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BRB)與自行接合裝置之補
強方法。此方法藉由自行接合裝置內彈簧預先壓縮之行程吸收 BRB 之拉伸變形量，以避免
BRB 產生拉力作用造成相鄰 RC 構件之拉力破壞。此外，藉由分析 BRB 相鄰 RC 構件的強度
並依其慎選 BRB 之軸壓強度，用以避免軸壓強度過高造成相鄰 RC 構件受壓提早破壞。如此
可透過 BRB 良好的韌性行為，可讓 BRB 提供之側力強度可與 RC 構架既有之最大側力強度
直接疊加，以提供補強之經濟效益。另外透過自行接合裝置內部彈簧之預壓力，可使 BRB 與
既有 RC 構架固結，減少介面錨定施工項目且賦予補強構件有可移動性。此對於結構未來空
間之使用提供便利性。本報告對於此補強工法提供一設計流程，並執行一補強構架實驗驗證
其可行性。

關鍵詞:鋼筋混凝土、既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受壓斜撐、自行接和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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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 (NCREE) performed shake table tests
of one three-story and one seven-story reinforced concrete (RC) buildings in 2017 and 2018,
respectively. This report introduces the selections of the ground motion records for the shake table
tests and the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 numerical models. Both far-field and near-fault ground
motion records were selected. Particularly, the criteria of selecting near-fault ground motion records
were stated in detail. The numerical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two different theories. The
nonlinear response history analyses of the numerical model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programs ETABS and PISA3D. For verifying the correctness of the numerical models, the
analytic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Moreover, the ten-story RC building
described in the current RC design code was used as an example building. With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program PERFORM-3D, the fragility curves of this example building were constructed using the
incremental dynamic analysis results.
Keywords: Reinforced concrete, existing building, seismic retrofitting, compression brace, selfjoin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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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前言
臺灣有眾多之 RC 建築物，其總樓地板面積佔全國總數的 75%，而且在這些
RC 建築物中更有高達 80%為 1999 年前所興建。早期耐震法規對於建築耐震能
力需求之規定較未完善，所以這些老舊 RC 建築物並未做韌性鋼筋配置，而且其
混凝土抗壓強度也較低。故這些老舊建築物的耐震能力確有不足，須做結構耐震
補強。
臺灣現行常用的補強工法為擴柱、翼牆、填充磚牆以及增設剪力牆[1]，這些
補強工法對於結構物的抗側力強度提升有顯著的效果。但其缺點為濕式補強工法，
需要敲除、植筋施作與復原工程，導致施工期程較長。此外，施工中常產生大量
的粉塵與噪音，並須要求使用者搬遷以便進行補強工程。對於公有建築物來說，
政府可強制對於耐震能力不足者進行補強工程。但是對於一般私人建築而言，住
戶較難接受濕式補強工法。故對於耐震能力不足的老舊 RC 建築，須發展乾式且
工期短的補強工法。
鋼斜撐為常見之補強工法。但為使鋼斜撐發展拉力強度，常於既有 RC 構架
旁設置鋼框，加強鋼斜撐端部的拉力傳遞。此外，在鋼框與既有 RC 構架之間，
需使用錨定錨栓、剪力釘以及無收縮砂漿等，使 RC 構架與鋼框有效地固結[2]，
如圖 1 所示。但因老舊 RC 建築物的混凝土強度普遍較低，雖經鋼框加固，RC
構架在鋼斜撐拉力處仍易產生混凝土受拉破壞的現象[3]，如圖 2 所示。除此之
外，由於鋼斜撐之勁度較高，在較小的樓層側位移角下鋼斜撐已發揮出壓力強度，
但 RC 構架的側向強度尚未發生，導致鋼斜撐的抗壓強度無法與 RC 構架的既有
強度同時疊加。且當鋼斜撐受壓挫屈後，即喪失原有的抗壓強度，補強效益即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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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RC 構架與鋼框連結施工[2]

圖 2. RC 柱與鋼構轉介面拉力破壞[3]
使用 BRB 代替鋼斜撐，可排除鋼斜撐挫屈的問題。BRB 提供之側向力在構
架達最大樓層側位移角前可重複產生，所以 BRB 與 RC 構架的側力強度可共同
發揮。但因混凝土的抗拉強度較弱，在 BRB 與 RC 構架的接合處易出現拉力破
壞的狀況[4]，如圖 3 所示。因此 BRB 的補強效果會與既有 RC 構架的混凝土抗
拉強度有關，但因混凝土的抗拉強度較低，使 BRB 的耐震補強效益可能受限。
但若能讓 BRB 在地震力作用下，能充分利用混凝土抗壓強度較高之優點而避免
混凝土抗拉強度較弱的問題，可在老舊 RC 建築補強時，使用較大尺寸的 BRB，
以強化其補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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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介面螺栓錨定拉拔破壞[4]
Watanabe et al. [5] 發展一斜撐與自行接合裝置的補強方法，該裝置係由彈簧
與鋼套筒所組成。先將彈簧預壓後，再與斜撐安裝至既有 RC 構架，透過彈簧的
預壓力使斜撐與 RC 構架固結。當斜撐受壓變形時，其壓力藉由鋼套筒將壓力傳
遞至鄰近的 RC 構架，利用混凝土抗壓強度高的優點。當斜撐承受拉伸變形時，
彈簧的壓縮變形量逐漸減少，以承接該拉伸變形，避免斜撐產生拉力作用，而且
彈簧仍在受壓狀態，使斜撐可固定而不掉落。此外，當該補強空間另有用途時，
可將斜撐連同自行接合裝置一同拆卸讓空間復原並移至他處安裝，使該補強工法
具有可移動性[6]。Watanabe et al. [5]建議斜撐可使用預鑄混凝土作為補強構件，
其目的係以增加結構之抗側力強度為主，但並未考量補強構件之韌性變形能力，
故斜撐強度與既有結構之最大側力強度未必能夠直接相加。
本報告建議採用 BRB 作為補強構件，如圖 4 所示，藉由自行接合裝置消除
BRB 之拉力作用，可避免 RC 構架因 BRB 拉力作用引致之相關破壞。由於 BRB
僅產生壓力作用，可排除植筋與螺栓錨定等施工項目，其為乾式補強工法且具有
可拆除移動之便利性。此外，BRB 具有良好的韌性，能在 RC 構架達最大側位移
前反覆提供側向力，故所提供之側向力能與 RC 構架之最大側向強度直接疊加，
而具有強度與韌性的補強效果。另外，BRB 的塑性變形隱藏於 BRB 外套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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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觀上具有良好的破壞控制效果。

梁剪力元素

梁柱接頭
剪力元素
地震力
柱剪力元素

BRB

轉介區
自行接
合裝置
圖 4.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之補強方法
本報告先對使用自行接合裝置的 BRB 補強工法做介紹，並提出此補強工法
的設計流程。最後以建議之設計流程製作試體做實驗驗證。

1.2 計畫目的
本測試計畫為進行一組補強構架試體並與未補強構架試體比較，主要探討
建議補強方法的結構行為，並藉由實驗結果驗證其可行性。此外，報告之結果
亦作為工程師使用受壓斜撐補強工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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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補強工法介紹
本研究建議補強方法之設計理念，係讓既有結構之耐震能力得以充分發展，
而補強構件所提供之側向強度可與 RC 結構既有之側向強度直接疊加。因此 BRB
軸壓強度之選取應以不引發相鄰 RC 構建之早夭破壞為原則。而自行接合裝置之
拉伸變形能力，應在構架的層間變位角達 2.0%時，其彈簧仍處於壓縮狀態，使
BRB 與相連構架仍可固結。
基於上述理念，本文建議之設計程序為先決定 BRB 之幾何佈置。其次按照
與 BRB 相鄰 RC 構件強度選擇 BRB 之設計軸壓強度，並據以設計 BRB 之尺寸。
最後再以構架層間變位角 2.0%之需求與 BRB 設計軸壓強度，來設計自行接合裝
置。
本研究建議 BRB 之軸力作用中心線須通過既有 RC 構架的梁與柱之中心線
交點，使 BRB 之軸壓作用力均勻傳遞至相鄰構件。BRB 之軸力作用線與水平軸
之夾角為 BRB 之傾斜角 θ ，如圖 5 所示。若 BRB 之作用軸力為 PBRB ，則 BRB
作用於梁之垂直分量為 Pb ，而作用於柱之水平分量為 Pc ，其可定義如式(1)與式
(2)所示。

Pb PBRB × sin θ
=

(1)

=
Pc PBRB × cos 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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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BRB 與相鄰 RC 構件幾何關係
此外，圖 5 顯示 BRB 端部無收縮水泥砂漿之細部，其承接 BRB 之作用壓力
並傳遞至相鄰 RC 構件。此轉介區之尺寸會決定相鄰梁柱構件中剪力元素之尺寸，
為避免傳遞 BRB 軸壓力時，造成相鄰 RC 構件之承壓破壞，故本研究建議轉介
區之尺寸宜符合如下之要求。

LB > hb / 8

(3)

LC > hc / 8

(4)

其中 LB 為 Pb 作用所引致梁剪力元素之水平尺寸； LC 為 Pc 作用所引致柱剪力元素
之垂直尺寸； hb 為梁深；而 hc 為柱深。
由於 BRB 之軸向作用力對相鄰 RC 構件產生不連續區域的傳力行為。梁與
柱之作用力傳遞為托架剪力傳遞，而對梁柱接頭則為張開彎矩之作用剪力，如圖
5 所示。這些剪力元素之強度皆由混凝土對角壓桿之擠碎強度所控制[7,8]，其評
估如式(5)所示。

Cd ,n = K ζ f c' Astr

(5)

其中 Cd ,n 為混凝土對角壓桿強度； K 為壓拉桿指標；ζ 鋼筋混凝土軟化係數； f c'
為混凝土抗壓強度； Astr 為混凝土對角壓桿端部之有效截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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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拉桿指標 K 為反應剪力元素內配置的剪力鋼筋，其作為拉桿可以帶動更
多的混凝土參與傳力行為，進而提升混凝土傳遞剪力之效益，其計算如下所示[8]。
=
K tan A θ s + cot A θ s + 0.14 B − 1 ≤ 1.64

=
A 12
=
B 30

ρ fy
f c'
ρ fy
f c'

(6)

≤1

(7)

≤1

(8)

其中 ρ 為剪力元素中剪力鋼筋面積比；而 f y 為相對應之剪力鋼筋降伏強度。當剪
力元素對角線與水平軸之夾角 θ s 大於等於 45°時，則採用剪力元素中的水平向剪
力鋼筋面積比與降伏強度。相反地，當剪力元素角度 θ s 小於 45°時，則採用垂直
向剪力鋼筋面積比以及降伏強度。
鋼筋混凝土軟化係數 ζ 為反應鋼筋混凝土開裂後，其抗壓強度軟化之行為。
依據 Zhang and Hsu. [9] 對 RC 構件傳遞剪力之軟化行為研究，Hwang and Lee.
[7]建議將其簡化如下式。
=
ζ

10.7
f ( kgf/cm
'
c

2

)

≤ 0.52

(9)

圖 6(a) 為一自行接合裝置，當 BRB 與該裝置結合時，因自行接合裝置中彈
簧與鋼套筒有截然不同的軸向勁度，使補強構件出現雙線性的壓力行為，如圖 6(b)
所示。圖 6(b)中”a”點為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於構架中組裝完成時， BRB 所承
受自行接合裝置釋放之預壓力。當 BRB 開始承受壓力時，”b”點為 BRB 與自行
接合裝置初始接觸之位置。當 BRB 持續受壓致使自行接合裝置須承接其軸壓力，
因鋼套筒比彈簧有較高的軸壓勁度，幾乎由鋼套筒承接 BRB 軸壓作用力，即由”b”
點移至”c”點，而因變形諧和之關係，內部彈簧會再次被壓縮。而當補強構件受到
一拉伸變形時，自行接合裝置即從”c”點移至”d”點，此拉伸變形量由彈簧承接避
免 BRB 產生拉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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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彈簧壓縮變形

(b) 雙線性行為

(a) 自行接合裝置

圖 6. 自行接合裝置結構行為
自行接合裝置中彈簧之設計範圍如圖 6(b)中之”e”點與”f”點所示。其中”e”點
為鋼套筒承受 BRB 之設計軸壓強度 PBRB ,u 作用，而鋼套筒出現相對壓縮量 ∆ tube 。
由於 RC 構架已使用 BRB 補強，故假設其層間變位角達 2%時，構架之既有強度
應已充分發展。若設定構架在反復側位移角 ±2% 之作用下，BRB 補強仍然有效，
則其對自行接合裝置之彈簧預壓變形量有兩項設計要求。其一為 BRB 在構架拉
伸變位作用下，其拉伸量需由彈簧之預壓變形所提供，其二為 BRB 在壓縮變形
作用下，其核心鋼材之受壓塑性殘餘變形亦需由彈簧吸收。圖 6(b)中”f”點所對應
之彈簧目標拉伸變形量 Δ target ，其係包含上述兩項變形需求，而彈簧在此點時，
仍需處於壓縮狀態，並提供壓力 Pfix 使 BRB 與構架固結，而 ∆ fix 即為其對應之彈
簧壓縮量。為使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具有韌性行為，則彈簧之最大可壓縮量 ∆ max
之選取，應做考量。

2.1 補強工法之設計
本節先闡述 BRB 設計軸壓強度之選擇，再依序說明 BRB 及自行接合裝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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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方法。

2.1.1 BRB 之設計軸壓強度
BRB 設計軸壓強度之選擇，係以不破壞相連 RC 構架為原則，由圖 5 中可
知， Pb 之作用力需小於梁之托架剪力強度， Pc 之作用力需小於柱之托架剪力強
度，而 Pb 與 Pc 對梁柱接頭引致的張開彎矩應避免造成接頭之剪力破壞。相關構件
強度評估方法將依序說明於後。
(1)梁剪力強度
BRB 之軸壓力作用於梁為托架的傳力機制[10]，如圖 7 所示。故本研究建議
採用軟化壓拉桿分析模型[8]分析梁之托架剪力強度。BRB 在垂直方向之強度不
得超過梁之托架剪力強度 Vb ,n ，其如下式所示。

PBRB,n × sin θ ≤ Vb ,n =
K ζ f c' Astr ,b sin θb

(10)

圖 7. 梁剪力元素
其中 θb 為梁的剪力元素對角線與水平軸之夾角，可由式(11)評估。

 db − kdb 3 

LB



θb = tan −1 

(11)

其中 db 為梁之有效深度；而 kdb 為梁之撓曲壓力區深度， 計算如下。

kdb = 


( ρ n)
f

2


+ 2 ρ f n − ρ f n  × d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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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 f 為梁斷面內的拉力主筋面積比；而 n 為鋼筋彈性模數與混凝土彈性模數
之比值。
梁的剪力元素中混凝土對角壓桿端部有效截面積 Astr ,b 定義為梁之撓曲壓力
區深度 kdb 與梁寬 bb 之乘積，如式(13)所示。
Astr=
kdb × bb
,b

(13)

對於角隅梁柱接頭(knee joint)而言，需查核梁之拉力主筋是否足以支承 BRB
作用力的水平分量 Pc ，此拉力強度的檢核可納入梁有效寬度內之樓版鋼筋。
(2)柱剪力強度
BRB 之軸壓力作用於柱之行為也是托架的傳力機制，如圖 8 所示。BRB 在
水平方向之強度須小於柱之托架剪力強度 Vc ,n ，可表達如下式。

PBRB,n × cos θ ≤ Vc ,n =
K ζ f c' Astr ,c cos θ c

(14)

圖 8. 柱剪力元素
其中 θ c 為柱的剪力元素對角線與水平軸夾角，定義如式(15)所示。




Lc

 d c − kd c 3 

θ c = tan −1 

(15)

其中 db 為柱之有效深度；而 kd c 為柱壓力區深度，本研究建議可採用 Paula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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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estley.[11]對 RC 柱受軸力與撓曲作用時所產生的彈性壓力區深度評估方法，
如下式所示。


Nc 
kd c =  0.25 + 0.85
 × hc
bc hc f c' 


(16)

其中 N c 為柱承受之軸力；而 bc 為柱之寬度。
柱的剪力元素中混凝土對角壓桿端部之有效截面積 Astr ,c，定義為柱之彈性壓
力區深度 kd c 與柱寬 bc 之乘積，如下式所示。
Astr ,c =kd c × bc

(17)

對於角隅梁柱接頭(knee joint)而言，需查核柱之拉力主筋是否足以支承 BRB
作用力的垂直分量 Pb ，此拉力強度的檢核可納入柱之作用軸力 N c 。
(3)梁柱接頭剪力強度
因 BRB 作用力之水平與垂直分量分別作用於梁與柱上，對梁柱接頭會有一
張開彎矩之作用力，如圖 9 所示。而梁柱接頭混凝土對角壓桿強度 Cd ,n ，可使用
軟化壓拉桿模型評估其強度[12-14] ，如式(5)所示。

圖 9. 梁柱接頭承受張開彎矩
梁柱接頭剪力元素之角度 θ j 與混凝土對角壓桿端部之有效截面積 Astr , j 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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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會因不同之梁柱接頭型式而有所不同，如圖 10 所示。為方便工程師設計，
梁柱接頭剪力元素之垂直尺寸  v 取梁上下層主筋心至心之距離，而水平尺寸  h
取柱兩側主筋心到心之距離，故梁柱接頭剪力元素角度 θ j 可定義如下式。
tan θ j =

v
h

(18)

圖 10. 不同型式梁柱接頭壓力區深度 kd j
接頭內混凝土對角壓桿端部之有效截面積 Astr , j 可由下式計算。
Astr=
kd j × b j
,j

(19)

其中 kd j 為接頭對角壓桿之深度，依梁柱接頭型式決定，如圖 10 所示； b j 為接頭
對角壓桿之有效寬度。為了考量偏心梁柱接頭的問題，有效寬度 b j 計算可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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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所示[15]。
2
h

b=
bb + ∑ min  c , xi 
j
4

i =1

(20)

其中 xi 為梁邊至柱邊之距離，如圖 11 所示。

圖 11. 梁柱接頭有效寬度
若梁柱接頭兩側均有橫向梁連結，此外部束制的效果應可以提升接頭之抗剪
強度[16]，故本報告建議可將對角壓桿強度 Cd ,n 放大為 1.25 倍。
如圖 9 所示，若 BRB 之垂直作用力造成的張開彎矩 ( PBRB ,n × sin θ × LB ) 須由
接頭承接，故此作用彎矩所引致之接頭水平作用力 ( PBRB ,n × sin θ × LB  v ) 須受到接
頭水平剪力強度所限制，可以式(21)表示。

( PBRB ,n × sinθ ) × LB
v

≤ Cd ,n cos θ j

(21)

同樣地，BRB 之水平作用力造成的張開彎矩 ( PBRB ,n × cos θ × LC ) 亦由接頭承接，
故此作用彎矩引致之接頭垂直作用力 ( PBRB ,n × cos θ × LC  h ) 須受到接頭垂直剪力
強度所限制，表示如下式。

( PBRB ,n × cos θ ) × LC
h

≤ Cd ,n sin θ j

(22)

17

若要求 BRB 軸壓強度 PBRB ,n 不可高於相鄰 RC 構件之強度，以免 RC 構架提
早破壞，故 BRB 之軸壓強度可由下式計算。

PBRB ,n




Cd ,n cos θ j × v Cd ,n sin θ j × h
V
V
LC
LB
= min  b ,n , c ,n ,
,
sin θ
cos θ
 sin θ cos θ










(23)

為考慮剪力評估方法與材料強度的變異性，故須將其軸壓強度給予折減，則
BRB 設計軸壓強度 PBRB ,u 如下式所示。
PBRB ,u ≤ φv × PBRB ,n

(24)

其中 φv 為剪力強度折減係數，可採用 φv = 0.75 作設計[16]。在取得 BRB 之設
計軸壓強度 PBRB ,u 後，應藉以選取轉介區中無收縮水泥砂漿以提供足夠之承壓強
度。

2.1.2 BRB 之設計
BRB 之軸心鋼材截面積 Acore 係由其設計軸壓強度 PBRB ,u 決定，其計算如下式
所示[17]。
Acore =

PBRB ,u

(25)

β × Ry × ω y × Fy ,core

其中 β 為壓力調整因子； Ry 為材料超強因子； ω y 為鋼材應變硬化因子； Fy ,core 為
BRB 軸心鋼材降伏強度。由於材料超強與應變硬化因子與所使用鋼材種類有關，
表. 1 為常用鋼材種類之參數值。
表. 1 BRB 核心鋼材相關參數[17]
Material

Fy ( MPa )

Ry

ωy

ASTM A572 GR50

345

1.1

1.3

ASTM A36

245

1.3

1.5

CNS SN490B

324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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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1.1~1.2

為避免 BRB 外套管因軸心鋼棒與內部無收縮水泥砂漿摩擦產生的軸向壓力
而挫屈，如下圖所示，故 BRB 之外套管尺寸挑選須符合式(26)[17]。
I BRB ,tube ≥

PBRB ,u × LBRB ,tube 2

(26)

π 2 × Es

圖 12. BRB 內部摩擦力
其中 I BRB ,tube 為 BRB 外套管斷面之慣性矩； LBRB ,tube 為外套管之長度；而 Es 為外套
管鋼材之彈性模數。

2.1.3 自行接合裝置之設計
自行接合裝置分為彈簧以及鋼套筒兩部分，如圖 6(a)所示，本報告會對於此
兩部份設計細節作說明。
為避免 BRB 在構架側位移擺動作用時，自行接合裝置中彈簧行程不足導致
BRB 掉落之原故，須對圖 6(b)中之 Δ target 作要求。而影響彈簧目標拉伸變形量
∆ target 之因素有二，一是構架最大側位移量，其造成自行接合裝置之拉伸變形量，

本研究建議將構架最大側位移量訂為 2.0%的構架淨高 H n，如圖 13(a)所示。二是
BRB 之軸心鋼材重複發展軸壓力時所累積之殘餘變形量 ∆ plastic ，其變形量為構架
側位移造成軸向壓縮量並扣除其彈性變形量 ∆ Elastic ，如圖 13(b)所示，此壓縮殘餘
變形量亦須由彈簧行程吸收。但 BRB 之彈性變形量影響甚小，本研究建議 BRB
之殘餘變形量可假設與構架側位移造成之拉伸量一致。故彈簧之目標拉伸變形量
Δ target 可估計如下。
∆ target = α o × 2 × 0.02 × H n × cos 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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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α o 為安全係數，建議為 1.5。

圖 13.自行接合裝置行程設計
GBRC. [6]建議將自行接合裝置安裝於斜撐下方較便於施工。為使 BRB 與構
架接合，自行接合裝置內部彈簧提供的預壓力須支承 BRB 之重量。而且當自行
接合裝置達目標拉伸變形量 Δ target 時，內部彈簧仍須維持壓縮狀態以提供設計壓
力 Pfix 避免 BRB 掉落，如圖 6(b)所示。此設計壓力 Pfix 要求如下式所示。
Pfix =∆ fix × K spring > 3 × Wb

(28)

其中 K spring 為自行接合裝置內部彈簧之有效勁度；而常數 3 為考量構架受到一加
速度作用時，避免構架擺動造成 BRB 掉落的防脫落係數[6]； Wb 為斜撐自重。
此外，當自行接合裝置承受 BRB 設計軸壓強度 PBRB ,u 時，因變形諧和之關係，
內部彈簧壓縮量與鋼套筒壓縮量 ∆ tube 相等。該壓縮量須納入彈簧之最大壓縮量設
計避免造成彈簧進入塑性階段， 如圖 6(b)所示。而鋼套筒壓縮量 ∆ tube 採用彈性
材料公式評估，如下式所示。

PBRB ,u ×  tube
∆ tube =
Atube × Es

(29)

其中  tube 為鋼套筒長度； Atube 為鋼套筒斷面積。鋼套筒長度應避免在 BRB 設計
20

軸壓強度作用下產生挫屈，故須滿足下式。
 tube ≤

π 2 × Es × I tube

(30)

PBRB ,u

其中 I tube 為鋼套筒斷面之慣性矩。
鋼套筒斷面積 Atube 所提供之承壓降伏強度應大於 BRB 之設計軸壓強度，以
維持在彈性階段，其斷面積可由下式設計。
Atube ≥

PBRB ,u

(31)

0.9 × Fy ,tube

其中 Fy ,tube 為鋼套筒降伏強度。
建議方法有一重要之設計理念，其係期待 BRB 之側力強度能與結構既有之
最大側力強度直接疊加。故要求在構架層間變位角達 2%時，BRB 仍須有效並與
構架緊密固結。此一變形能力需求，應藉彈簧設計來達成。故對彈簧之最大可壓
縮量 ∆ max 須作設計，其值應大於對應 Pfix 之彈簧壓縮量 ∆ fix 、彈簧目標拉伸變形
量 ∆ target 與鋼套筒壓縮量 ∆ tube 之和，其如下式所示。
∆ max > ∆ fix + Δ target + ∆ tube

(32)

本報告對此補強工法提供一建議設計流程，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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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ic layout :
Alignment of BRB and determination of
transition zone.

Member strength :
Calculating member strength of corbel of
beam, corbel of column and beamcolumn joint.

Determining

Design BRB

Design self-joint device

圖 14. 建議設計流程與計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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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測試試體介紹
為驗證此補強工法的可行性，故進行一座 1/2 縮尺 RC 構架補強試驗並與未
補強試體實驗結果[18]做比較。此構架試體設計為模擬建築物最外跨構架之行為，
故在 RC 構架單側增設樓版以模擬結構實際情況，相關 RC 構架試體製作可參閱
中心技術報告[18]。。試體構架尺寸、斷面配筋與 BRB 配置如圖 15 所示。試體
材料試驗結果如表 2 所示。此外，試體承受 353kN 的軸力，柱之軸力比
Nc

(f

'
c

× hc × bc ) 約為 8.5%，以模擬一般低矮建築柱所承受的軸力狀態。

表 2. 材料試驗結果

RC 構架

BRB
自行接合裝置
無收縮水泥沙
漿

設計值

測試值

混凝土 f c'

175 kgf/cm 2

282 kgf/cm 2

主筋 D16 f y

2800 kgf/cm 2

3578 kgf/cm 2

箍筋 D6 f y

2800 kgf/cm 2

3782 kgf/cm 2

Fy ,core

2500 kgf/cm 2

4047 kgf/cm 2

Fu ,core

-

4679 kgf/cm 2

單片盤型彈簧勁度 k spring

7 tf/cm

7 tf/cm

承壓套筒 Fy ,tube

3500 kgf/cm 2

3976 kgf/cm 2

抗壓強度 f c'

560 kgf/cm 2

612 kgf/cm 2

核心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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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 mm
300 mm

300 mm

1800 mm

300 mm

300 mm

34 mm

10-D16
D6@100 mm
10-D16
D6@150 mm

200 mm

梁斷面

柱斷面

圖 15. 試體尺寸、斷面以及補強配置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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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m

600 mm
75 mm

250 mm
34 mm

300 mm
34 mm

第四章 測試佈置以及補強構件製作與組裝
4.1 測試佈置
本計畫進行一組補強構架試體水平反覆載重試驗，主要探討建議補強方法的
結構行為，並藉由實驗結果驗證其可行性。試體製作並完成補強後，測試試體於
國家地震中心之設備儀器進行靜態反覆側推實驗，測試之設備為多軸向試驗系統
(Multi-Axial Testing System, MATS)。測試佈置如下圖所示。

圖 16.多軸向試驗系統測試系統(MATS)

4.2 補強構件之設計與組裝
4.2.1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之設計
測試佈置如圖 17 所示，因試體梁與柱有延伸段並與鋼梁夾具緊密接合，有
額外束制效果，故試體梁柱接頭型式可歸類於內部接頭型式。根據建議之設計流
程分析相鄰 RC 構件之強度，分析強度如圖 14 所示。本次實驗 BRB 之設計軸壓
強度 PBRB ,u 採用 304kN。BRB 核心鋼材選用 A36 鋼材，根據式(25)與表 1 之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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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計算 BRB 核心鋼材直徑為 26mm， BRB 斷面尺寸如圖 18(a)所示。

Load cell

滾支承系統
鋼梁

應變計

Tempo III
磁感應式
位移計

拉線式位移計

Dial Gauge

圖 17.試體測試佈置

1915 mm

180 mm

保麗龍

50 mm

澆置無收縮水泥砂漿
560 MPa
核心鋼棒直徑 : ϕ 26 mm

(a) BRB

端部鋼棒直徑 : ϕ 60 mm
外套管 : ϕ 114.3 mm (t6 mm)

26 盤型彈簧串聯
65mm
承壓套筒
ϕ 114.3 mm (t6 mm)

91mm

60 mm

150 mm

(b) 自行接合裝置

圖 18. BRB 以及自行接合裝置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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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長度
156 mm

依構架之淨高計算 BRB 之目標拉伸變形量 Δ target 並依 BRB 尺寸設計自行接
合裝置，評估數值如圖 14 所示。根據上述之需求，選用盤型彈簧其單片自由長
度為 6mm，經材料試驗後，彈性最大變形量平均為 2.59mm，相對應之軸壓強度
為 17.9kN，其單片勁度 k spring 為 6.9kN/mm。以 26 個盤型彈簧串聯後之有效勁度
K spring 為 0.265kN/mm，最大壓縮量為 67.34mm。然而因本次實驗為靜態反覆載

重實驗僅考慮 BRB 自重而未考慮防脫落係數之緣故，致使設計壓力 Pfix 略小於設
計需求。因此為避免 BRB 於實驗過程中因彈簧壓力不足而掉落，故於 BRB 與端
部無收縮水泥沙漿間作簡易錨定。鋼套筒使用 A572 鋼材，其尺寸如圖 18(b)所
示。
依據上述設計數值預製 BRB 以及自行接合裝置。於試體上放樣斜撐端部的
轉介區範圍，並裝上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並做簡易固定與轉介區接合。因試體
梁、柱寬度不足以容納雙向 BRB，故於試體梁柱接頭兩側向外擴增 50mm 寬的
鋼筋混凝土柱寬延伸段，以承接 BRB 軸壓作用力。

4.2.2 補強構件組裝
本節會先闡述試體梁柱接頭擴增之施工以及 BRB 之安裝，敘述如下。
(1) 標示出試體需要增設之區域以及植筋之位置後，植筋孔位鑽孔並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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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鑽孔與植筋
(2) 於試體標示出斜撐端部位置後，裝上 BRB 並做假固定。

圖 20. 補強位置放樣與假固定
(3) 固定 BRB 補強位置，並組裝封模準備澆置無收縮水泥砂漿。

圖 21. 封模與澆置無收縮水泥砂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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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待無收縮水泥砂漿澆置 7 天後，即可已拆模。

圖 22. 澆置無收縮水泥砂漿以及完成之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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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量測系統布置
當試體受到側向作用力時，試體會產生側向位移以及內部鋼筋的應變變化，
為了觀察試體受力與位移之間的變化、內部鋼筋受力之變化以及 BRB 之受力狀
況，所以本實驗使用了外部以及內部的儀器進行量測，以下將分別對內部儀器以
及外部儀器進行說明。

4.3.1 內部量測儀器
內部量測儀器為黏貼於試體之主筋與箍筋之應變計，透過應變計之讀數，
可以了解試體受力後鋼筋的變形情形，以利判斷試體的受力行為。下圖為試體應
變計之配置。
BL8

BL4
BS2
CS4
CL2

BS4

BL3
CL4

BL7
CL6

CS2
CS1

CL8
CS7

CS3

CL1

CS8

CS6
CL3
BL2

CL5
BL6
BS1

CL7
CS5

BS3

BL1

BL5

圖 23. 試體內部應變計

4.3.2 外部量測儀器
為瞭解試體受力後之位移情況，需要在外部設置位移計，以測得試體之側向
位移情形。此次實驗外部量測總共使用到 Tempo III 磁感應式位移計、拉線式位
移計、Dial Gauge、Load cell 等儀器，如圖 17 所示，以下會介紹各儀器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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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al Gauge : 為量測試體基礎之滑移位移。
(2) Load Cell : 為量測試體在實驗過程中承受之軸力以及試體在側向變位下產生
之側向力。
(3) Tempo III 磁感應式位移計：為量測試體之側向位移量，此作為實驗加載位移
之控制依據。
(4) 拉線式位移計：為量測 BRB 之軸向永久殘餘變形量，於 BRB 兩側各安裝一
組。

4.4 試體組裝與試驗前置作業
試驗開始前，需先準備前置作業，也需與載重平台做組合，以下描述前置作
業之步驟:
(1) 將試體表面塗上白色水泥漆，並畫上格線，以利於觀察實驗時試體裂縫的發
展情況。
(2) 將 BRB 表面塗上黃色石膏水，用於觀測鋼構材之變化。
(3) 在試體上預埋螺桿，以利於之後架設儀器。
(4) 先量測試體，之後在 MATS 上找到試體要擺放的位置並標示出來，以利於試
體架設。
(5) 使用三用電錶測試應變計的電阻值，以確認應變計是否正常。
(6) 將 MATS 上標示之預力孔位打開後，試體放上平台並調整到標示位置上，方
便施加基礎預力。
(7) 先鎖好試體上方一面之鋼梁，直到試體放上平台標示之位置後，再鎖上另一
側之鋼梁。
(8) 放上試體後，使用直徑 42mm 之螺桿，在 MATS 載重平台上，鎖上 10 支預
力。
(9) 基礎鎖好預力後，調整試體位置，確保試體有被箱型夾具固定，之後使用直
徑 69mm 之螺桿施加頂部鋼梁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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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了使鋼梁受力平均，需要再兩根鋼梁之間穿插兩根預力螺桿。
(11) 完成試體組裝後，接上應變計、LVDT 位移計等量測儀器，確認儀器訊號及
讀值是否正常。
(12) 調整載重平台及試體頂部荷重計之高度，確定試體水平，並施加軸力。
(13) 確定軸力施加完成，錄影機及儀器就定位後，則可以解鎖自行接合裝置的
螺桿釋放內部與壓力，即開始進行試驗。

4.5測試步驟
本次實驗為固定軸力下進行靜態側向反覆載重實驗，另在試體頂部安裝滾
支承系統減少試體與 MATS 間之摩擦力。實驗側向位移由外部磁感式位移計讀
取數值變化控制實驗進程。實驗加載位移歷時如表 3 與圖 24 所示，每個位移加
載時於第一圈之正向與負向觀測試體裂縫發展，並分別以藍色與紅色奇異筆紀
錄其發展過程。當要進行下一位移加載時會先將側向力量歸零，觀測試體在不
受力狀況下裂縫之變化。
表 3. 實驗加載位移
Drift Ratio
(%)

0.31

0.47

0.63

0.94

1.25

1.56

Cycle

2

2

2

2

2

2

7.5

11.25

15

1.87 2.5 3.13
2

2

2

30

37.5

Displacement
(mm)

3.75 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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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22.5

Cycle

圖 24. 加載位移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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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displacement (mm)

Drift ratio (%)

第五章 試驗結果
實驗觀察當補強試體破壞且層間變位角達 3.0%時，BRB 仍與 RC 構架固結。
此外，相鄰 RC 構件並無提早破壞之情形，且其破壞模式與未補強試體一致皆為
RC 柱的剪力破壞，如圖 25 所示。補強試體側向強度為 481kN，而未補強試體為
287kN，其提升約 1.67 倍，如圖 26(a)所示。此外，BRB 所提供之側向力可在 RC
構架達最大側位移量前重複發展，並與 RC 構架本身之側向力直接疊加，強化補
強之效能。另從 BRB 之應變計數據分析，觀察到 BRB 之作用力皆為壓力，透過
自行接合裝置確實可消除其拉力行為。且當 RC 構架側向力開始衰減時，BRB 軸
心鋼材因應變硬化特性，其提供之側向力持續增加進而降低試體側向力的衰減，
如圖 26(b)所示。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建議的設計流程所選用 BRB 之設計軸壓強
度，可避免造成 RC 構架提早破壞問題。此外，透過自行接合裝置，可消除 BRB
的拉伸作用力，避免 BRB 對既有 RC 構架造成拉力破壞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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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未補強構架

(b) 補強構架
圖 25. 補強試體剪力破壞(3.0%)以及未補強試體剪力破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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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側力位移曲線
Drift an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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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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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RB估計之側向力

圖 26. 補強效益以及 BRB 之側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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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裂縫發展
1. 試體初始加載軸力，無觀察到裂縫。

圖 27. 初始加載軸力試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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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體 Drift ratio : 0.31%，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15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15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28. 試體在 Drift ratio 0.31%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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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體 Drift ratio : 0.47%，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30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15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29. 試體在 Drift ratio 0.47%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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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試體 Drift ratio : 0.63%，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30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30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0. 試體在 Drift ratio 0.63%之狀況

40

5. 試體 Drift ratio : 0.94%，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60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0.70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1. 試體在 Drift ratio 0.94%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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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體 Drift ratio : 1.25%，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2.00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1.50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2. 試體在 Drift ratio 1.25%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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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試體 Drift ratio : 1.56%，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5.00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4.00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3. 試體在 Drift ratio 1.56%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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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試體 Drift ratio : 1.87%，在正向第一加載迴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9.00mm，在
負向第一加載回圈時最大裂縫寬度為 6.00mm。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4. 試體在 Drift ratio 1.87%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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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試體 Drift ratio : 2.50%，柱裂縫寬度已過大，故停止量測裂縫，且將 String
Pot 拆除，避免損壞儀器。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5. 試體在 Drift ratio 2.5%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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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試體 Drift ratio : 3.13%

(a) +1 cycle

(b) -1 cycle
圖 36. 試體在 Drift ratio 3.13%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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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數值模擬
透過 ETABS 結構分析軟體模擬實驗之配置，並透過參考 TEASPA[1]之方
法建立 RC 構架模型與其非線性塑鉸。另外，此章節會介紹如何設定補強構件
BRB 之非線性塑鉸以及分析模擬之結果。

6.1 BRB 非線性塑鉸設定
BRB 斷面可分為核心段以及轉換段等部分，如下圖所示。而在地震力作用
時而進入降伏消能的階段後，塑性變形會集中於核心段鋼材部分。BRB 的彈性
等效勁度 K eff 可由核心段以及轉換段共同串聯後加成，參考 Lin et al.[17]對 BRB
軸向勁度修正方式，此 K eff 之計算如下式所示。
K eff
=

Es Ai Acore Aj
1
=
1
1
1
Li Acore Aj + Lcore Ai Aj + L j Acore Ai
+
+
K i K core K j

(33)

核

圖 37. BRB 斷面
在 ETABS 分析軟體需要定義 BRB 軸力之非線性塑鉸參數，且常以單一斷
面之桿件作為斜撐模擬 BRB 之行為。但因 BRB 為多斷面之鋼材組成，需先計算
其彈性等效勁度再修正模型中斜撐斷面之係數，修正係數 R 如下所示[17]。
R=

K eff
Es ,mod el × Amod el

(34)

Lmod el

其中 Es ,mod el 為分析軟體中斜撐使用材料之彈性模數； Amod el 為分析軟體中斜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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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積；而 Lmod el 為分析軟體中斜撐之全長。
而因本報告介紹之補強方法為只使用 BRB 壓力強度，故需在桿件設定反應
此特性，此可藉由結構分析軟體中限制桿件軸拉壓力(Tension/Compression Limits)
的功能反應，將桿件之拉力限制設定為零即可，如圖 38 所示。而 BRB 軸力塑鉸
參考軸力強度如式(35)所示，而參考降伏變形如式(36)所示，軸力塑鉸參數如表 4
所示[19]。
Force.SF = β × Ry × Fy ,core × Acore

Disp.SF
=

(35)

Force.SF  Li Lcore L j 
+
 +

Es
 Ai Acore Aj 

(36)

表 4. 非線性軸力塑鉸參數[19]
Force/SF

Disp/SF

-E

-1

-13.3

-D

-1

-13.3

-C

-1

-13.3

-B

-1

0

A

0

0

B

1

0

C

1

13.3

D

1

13.3

E

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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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桿件軸拉力限制

6.2 分析與實驗結果之比對
本節依序說明於結構分析軟體中如何於結構分析軟體中設定上述之參數。
RC 構架之非線性參數以及相關設定為參考 TEASPA[1]之建議。在結構分析軟體
中斜撐之斷面積以及材料參數之設定如圖 39 所示，而桿件之斷面修正如圖 40 所
示。根據上述建議非線性軸力塑鉸之設定如圖 41 所示。

圖 39. ETABS 斜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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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圖 40. 斜撐斷面修正

圖 41. 斜撐軸力非線性軸力塑鉸設定
完成設定斜撐桿件相關設定後，側推分析結果與實驗結果比較如圖 42 所示。
由圖 42 觀察到，在試體發展出側向強度前，側推分析結果與實驗結果相當類似。
強度點過後，實驗試體的側向強度衰減速率較為緩慢，但分析結果下降較為快速。
這是因為 RC 構架模型中柱的剪力塑鉸先發生破壞且快速從強度點衰減，塑鉸衰
減之速度較實際行為快速，才造成兩者的不同。而整體比較來看仍有一定的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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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perimental
Result
ETABS

圖 42. 分析結果與實驗結果比較

6.3 案例補強分析
本報告以一校舍做為補強分析[1]，此校舍為地上三層之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每層樓高度接為 3.6 公尺，長向之長度為 53.5 公尺，短向為 10.2 公尺。圖 43 至
45 為此校舍之立面、平面以及斷面配筋圖。建築物之材料強度皆採用設計值作
分析，其混凝土強度為 160kgf/cm2，鋼筋強度為 2800kgf/cm2。

51

圖 43. 校舍案例之前後立面圖[1]

圖 44. 校舍案例之一樓至屋頂層結構平面圖[1]

52

圖 45. 斷面配筋圖[1]
由於此案例之短向之耐震能力已符合耐震需求，故本報告只對於建築案例之
長向作補強。依據案例的建築空間選擇適當配置補強構件之位置，本次案列分析
挑選之補強位置如圖 46 所示。為避免一樓進行補強後造成二樓結構破壞，故於
案例結構中之一、二樓皆進行補強。根據補強構架之梁、柱以及梁柱接頭之配筋
以及材料性質計算其強度，並按照圖 14 之建議設計流程選擇 BRB 之設計軸壓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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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補強位置

一、二樓補強位置

圖 46. 案例補強位置以及樓層
藉由一、二樓各增設五組補強構件，依據建議設計流程計算每組補強構件之
設計軸壓強度。此案例係以 TEASPA 3.0[1]分析此結構桿件之非線性塑鉸並做非
線性靜力側推分析，此案例補強前後之基底剪力以及位移曲線之結果如圖 47(a)
所示，由圖可觀察到此補強配置可以提高此建築案例側向強度約 1.36 倍。圖 47(b)
為補強前後之耐震能力，經由補強後，此建築案例之耐震能力由 0.219G 提高至
0.291G，滿足此結構案例耐震能力之要求 0.28G。
591tf

0.291G
0.219G

434tf

補強後

補強後

補強前

補強前

(a) 基底剪力與屋頂位移

(b) PGA

圖 47. 補強案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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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報告建議使用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對既有 RC 結構作補強，本報告亦提供
一設計方法以及 RC 補強構架實驗來驗證。茲將建議耐震補強方法之特性敘述於
後：
1. 透過自行接合裝置，BRB 僅傳遞軸壓作用力至既有 RC 構架，而避免對 BRB
作拉力之錨定固結。此自行接合裝置能讓 BRB 充分利用混凝土抗壓強度較高
之優點，更進一步避免 BRB 造成混凝土拉力破壞的發生，提高 BRB 之補強
效能。
2. 本文建議對 BRB 之軸壓強度作限制，以不造成相鄰 RC 構材破壞為原則。本
研究提供一設計方法，可避免 BRB 端部相連梁、柱以及梁柱接頭之破壞。並
經補強 RC 構架實驗，以驗證建議補強方法的可行性。
3. 由於使用 BRB 作為補強構件已排除鋼斜撐挫屈之可能性，相連之 RC 構材也
不會因 BRB 之軸壓強度過大而提前損壞。此外，BRB 可在 RC 構架達最大側
位移前重複發展側向力，這讓該側向力可與既有 RC 構架之側向力直接疊加，
可大幅提升耐震補強之經濟效益。
4. BRB 與自行接合裝置可在工廠預製，組裝簡易且工期甚短，為優質的乾式補
強工法。此外，BRB 僅透過自行接合裝置的預壓力與 RC 構架固結，減少植
筋、螺栓錨定與敲除等工項，使得補強元件易拆除且不損壞與其相鄰之 RC 構
材。其具有可移動性對既有空間功能使用與未來規劃提供便利性。
此外，本報告亦建議一補強模擬方式，並提供一補強案例分析結果顯示建議
補強方法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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