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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智慧城市平台與應用之一》

5D 智慧城市平台介紹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200 號
電話：(02) 6630-0888

為因應未來智慧城市及物聯網發展應用需求，5D 智慧城市平台由國家地震工程研

傳真：(02) 6630-0858

究中心自行創新研發。5D 智慧城市是結合 3D 城市模型、臺灣衛星影像、數值高程

網址：https://www.ncree.narl.org.tw

模型(DEM)，並融入時間資訊稱為第 4D，時間資訊主要是透過感測器來傳送數位訊

109 年 9 月出版

息，透過網路將訊息傳送至第 5D 智慧化數位空間，透過 5G 高速傳輸可拉近真實世

81 年 3 月創刊‧季刊

界資訊與 5D 智慧空間資訊同步，讓 5D 數位化空間成為真實世界的數位分身。

一、平台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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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平台運行的效能，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之 Visual Studio 整合開發環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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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式語言進行開發，除了強化本土 3D 平台開發的技術能力外，也免除了商用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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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高額的授權費，同時可保留平台功能與支援檔案的擴充彈性，避免因原廠技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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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可支援 Shapefile、GeoTiff、GeoJSON 等；點雲檔案可支援*.e57 或*.pts。
資料介接部分，可透過 HTTP、HTTPS、MQTT、標準資料庫、ModBus TCP 等網

區為例

花蓮尚志橋補強前光達掃描與結構分析
應用

援中斷而使平台無法延續的困境，架構如圖一所示。平台底圖部分採用使用內政部

路通訊協定查詢或接收監控資料；影像部分可透過 RTSP、RTMP、MPEG-TS 等影像
即時串流協定接收監視影像。天氣模組，如圖二所示，可模擬雲、日照、下雨、下
雪、閃電及淹水等氣候情境變化，例如建築模型在早晨、中午或是黃昏時的光影變
化、陰影覆蓋區域，下雨或淹水時的情況等，如圖三～圖五；同時亦可介接中央氣
象局天氣預報與觀測資料來調整平台內的天氣設定以模擬現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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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平台支援檔案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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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
降雪

(四) 支援多種投影顯示方式
因應研發成果展示需求，可支援曲面投影、VR、3D 立體視
覺(Stereo Vision)投影，提供更多元的視覺體驗效果。

閃電
淹水
日照

三、手持裝置展示
因平台內地形、BIM 模型等 3D 圖資龐大，對電腦硬體，特
別是顯示卡（GPU）的效能需求較高，一般手持裝置，如手機、

圖二 平台氣候模擬功能架構圖

平板電腦沒有足夠的 3D 運算能力，無法負荷計算需求。手持裝
置的展示透過開啟網頁應用程式連線至伺服器的方式取得執行
畫面並顯示於手持裝置上(圖六)，其資料傳輸架構如圖七所示。

圖三 氣候模擬模組－日照變化

圖六 手持裝置展示 3D 平台

圖四 氣候模擬模組－降雨

圖七 手持裝置展示功能－資料傳輸架構

四、結語
圖五 氣候模擬模組－淹水
智慧城市體現於大數據的整合加值應用，並廣泛應用於各大

二、平台特色
(一) 可顯示大範圍空拍建立之城市三角網格精細模型
經實際運算測試，可顯示 2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三角網格精細
模型，總三角網格數約 6 千 4 百萬。
(二) IoT、影像等資訊與 3D 空間資訊結合

領域，隨著物聯網技術的發展，延伸出各種資訊整合的重要性，
諸如消防、能源管理、環境監控、攝影機，以及 LED 節能路燈
等。目前國內外多採用商用軟體作為智慧城市 3D 可視化展示方
式，但對於整合各項物聯網監測數據，且能即時互動展示之技術
仍然較為稀缺，國震中心開發之 5D 智慧城市平台之成果將有助
於未來全臺開拓智慧城市發展與滿足物聯網資料的運用。

監測資料及攝影機監視影像可直接展示於設備旁，使用者可
直觀地觀察到設備安裝位置、資料跟鄰近地理條件的關聯性。
(三) 即時互動操作
使用者可利用鍵盤滑鼠等輸入介面與平台進行互動，充分發
揮 3D 場景內任意角度觀看的特性，提高數據存取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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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王仁佐
助理研究員 陳志賢

《5D 智慧城市平台與應用之二》

5D 智慧城市平台於物聯網與城市實景三維模型之
整合應用–以沙崙綠能智慧科學城 C 區為例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於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由行政院會議

二、IoT 整合應用

通過，正式宣佈推動臺南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之建置，其範圍包
含核心區（產專 A、C、D 區）、商業區(產專 B 區)、產業研發專

臺南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戶外監控設備包含(1).2 處微型

區(產專 X 區)、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產專 E、F 區）及高鐵臺南

氣象站、(2).86 盞智慧節能路燈（其中 11 盞納入綠能供電）、(3).

站周邊生活住宅區等。其中 C 區為智慧綠能科技研發應用場域，

兩盞風光互補路燈、(4).1 處太陽能面板發電及(5).監視器影像，前

目標為建置 C 區智慧電網，整合再生能源、開發智慧控制及能源

3 項採用 NB-IoT 通訊技術達成即時監控目的，第 4 項則採用

管理技術。另外，建置智慧路燈及環境監測設施，影像監視，收

Modbus TCP 通訊協定，監視器影像採用 RTSP 通訊協定。除影像

集電力使用、氣象、日照等環境資料。並導入 5D 展示技術，整

外，相關監測資料長期儲存於後端資料庫集中管理，平台再從資

合 3D 模型、環境與監測等資料，成為高度視覺化的整合性展示

料庫中擷取相應的資訊整合顯示於 3D 虛擬場景中。

平台。

智慧節能路燈

一、三維實景三角網格模型

智慧節能路燈採用無線路燈控制器，可依需量反應調整控制
照明亮度，同時對路燈之即時電壓、電流進行監測與平台整合，

常見的三維城市建模方式是採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搭配

C 區 86 盞智慧節能路燈資訊，資料異常的路燈以不同顏色區分。

傾斜攝影技術，取得大量建物各種角度的照片後，再使用運動推

除了顯示電壓、電流資訊外，平台內的虛擬路燈亮度可依照實際

斷結構(Structure from Motion)及影像密匹配（Dense Matching）技

路燈控制系統內的亮度設定值進行光源模擬，如圖二所示。

術產製三維點雲資料或三角網格模型。
本研究以臺南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為示範場域，底圖為 20
公尺精度的 DEM 數值高程模型結合衛星影像，利用 UAV 空拍建
模方式建立三維實景的精細模型後，套疊於臺灣底圖上，成果如
圖一所示。產製出的模型由大量的三角網格(mesh)組合成立體模
型，再貼附真實影像紋理，雖然模型與實景有極高相似度，但其
網格數量遠高於前述近似化建物實體模型，加上高解析度材質照
片，造成電腦運算極大負擔，因此在程式設計上需要針對不同遠
近來調整三角網格的細緻度，距離越遠則顯示較粗糙、網格數量
較少的模型，在視覺上不會感覺到差異，但對於電腦運算效能上
則有顯著提昇。

圖二 智慧節能路燈亮度與平台之虛實整合

監視器影像
傳統作法是在螢幕上分割成許多小畫面來觀看多個不同監視
器影像，不易建立影像與現場環境的關連性，5D 平台中將影像放
置於監視器實際安裝位置，搭配實景模型，使用者可任意旋轉角
度觀看，直觀的建立影像與實際環境的關係，並且有助於管理大
量的監視器影像。如圖三顯示路口監視影像與該路口的虛擬場景。

圖一 臺南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三維實景模型，(a, b)全區模型，
(c)C 區一期建物

圖三 監視器影像與平台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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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資訊

三、結語

C 區內智駕車實驗室停車棚設置有 33.5kWp 太陽能發電及

本研究於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場域中進行應用與驗證，

20kW/45kWh 鋰電池儲能系統，並由成功大學楊宏澤教授研究團

藉由使用 5D 可視化平台，可整合各式環境監測、能源、影像或

隊進行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其中包含以太陽能發電歷史數據與天

其它感測資料，可即時互動操作，充分發揮 3D 場景內 360 度任

氣預報數據（溫度、降雨量和天氣描述等），透過模糊推理方法，

意角度的觀看的特性，提高數據存取便利性，資料容易與地理環

進行支持向量回歸(SVR)模型之選擇，加以預測隔日發電量，並

境及三維場景等 3D 空間建立關聯性等優點。

透過智慧化預測、診斷與決策功能整合調度可用電力資源。圖四
為平台中顯示太陽能發電預測值與實際值的歷史曲線。

在平台開發的資料介接過程中，因各監測系統是由不同團隊
開發建置而成，採用的資料庫軟體不同，且資料的儲存表單形式
也諸多不同，整合時需分別客製化資料介接程式，如果資料庫表
單的欄位改變，新增或刪除感測器等，便需要重新修改程式，造
成軟體維護上的困難。因此，應建立展示平台與感測資料間的關
聯架構，平台可透過此關聯架構向資料庫取得正確的資料，如有
資料變動，只需要修改關聯架構即可，降低程式的維護工作。
助理研究員 陳志賢
正工程師 謝志毅
專案助理研究員 林瑞綿
專案佐理研究員 蔡明華

圖四 太陽能發電資訊與平台整合應用

研究員 王仁佐

《5D 智慧城市平台與應用之三》

5D 智慧城市平台於建築資訊模型(BIM)之整合應用–
以沙崙綠能智慧科學城 C 區為例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為智慧綠能科技研發應用場域，目

一、建築資訊模型(BIM)

標為建置 C 區智慧電網，整合再生能源、開發智慧控制及能源管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將建築物

理技術。智慧電網是以層級為概念，由小至大的管理系統層層相

的全生命週期中，各階段、各領域的相關資料整合儲存於一個 3D

連，最小單位以家庭為單位稱為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模型中，其模型利用程式語言中物件導向的概念，使資訊更有效

Management System, HEMS)，其次更大系統為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率的儲存、分享與運用，並藉由一致的資訊交付，產生一套新的

（Building an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EMS）可管理整棟大

商務供應鏈系統模式。隨著 BIM 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未來將改變

樓，範圍再擴大時，需管理許多 BEMS 時就需要區域能源管理系

營建業傳統的作業流程。在建築物的生命週期中，從概念設計、

統( Community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EMS)了。當台電的

建築結構設計、細部設計、施工檢討到完工後的維護管理都包含

預估總用電需求過高，備轉容量率不足時，便可透過 CEMS 進行

在 BIM 的應用層面中，目前公部門已經在新建工程中(例如桃園

配電調度，但要真正達到顯著成效，需要大量的區域型管理系統

市社會住宅與臺北市社會住宅)要求廠商必須導入 BIM 進行協同

配合，每戶都配合減少用電量，達到積少成多的效果。

作業，以提升施工正確性、控制材料數量、進行干涉檢討等。

目前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電能管理系統由成功大學楊宏
澤教授研究團隊建置，系統採用分級式架構，從 CEMS、BEMS、
HEMS 到可控分散式電源，利用通訊架構與介面傳遞上下系統之
即時數據與控制命令。此外，透過時間電價費率，CEMS 整合太
陽能發電預測系統與分散式最佳化管理系統，以最小化用電成
本。此外，配合需量反應相關機制，結合自動需量反應系統，依
電網需求提供主動式的需量反應服務。C 區 CEMS 下包含 C 區一
期大樓 BEMS 與智駕車實驗室 BEMS，架構圖如圖一所示，CEMS
資料庫中整合了太陽能發電、用電及環境監控等資訊，5D 可視化
平台從資料庫擷取相關資訊後，與 BIM 模型進行整合開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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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 CEMS 架構圖

智慧建築內部常見的環境監測項目如溫度、濕度、一氧化碳

設定，同時也可控制其他由紅外線遙控器控制的電器，如風扇、

濃度、二氧化碳濃度、亮度、使用者人數與監視影像等，這些變

照明、投影機、電動窗簾等，達到節能效果。整合結果如圖四所

動因素與建築維運有重要的影響，也與大樓智慧能源管理相關。

示，監測資料顯示於感測器安裝位置旁，清楚建立資訊與空間的

在智慧能源管理中，可依據室內溫度、濕度自動調節空調溫度，

對應關係。

依據室內亮度自動調整電燈強度等，為常見的節能方法。本文中
5D 可視化平台利用 BIM 模型直觀的 3D 視覺化特色，改善 2D 圖
面空間上的限制，讓使用者更容易查閱感測器所在位置與監測資
料。
圖二為 5D 平台中整合了數值高程地形(結合衛星影像)、UAV
空拍精細模型與 BIM 等 3 種模型之成果，圖中包含兩棟 BIM 模
型建物，目前因一期建物仍在建置當中，本文將以臺灣智駕實驗
室 BIM 來說明整合應用情形，包含建築物內部環境、照明、監視
影像與用電量等

圖四 室內環境監測資訊展示

用電資訊
在能源管理部分，藉由統計智慧電錶的監測資料可以顯示建
築物總用電量(圖五(a))、各空間用電量與單一空調主機的用電
量，整合結果如圖五所示，依據智慧電表所監測的用電迴路，最
小可監測單一設備的用電情形，如圖五(b)所示，於冷氣下方顯示
該設備的即時用電量，與當月累積用電度數。圖五(c)(d)則為利用
資訊面板方式於房間中顯示單一空間的用電資訊。相關資訊可進
一步分析溫度與空調用電量之關係，各空間用電量與總用電量之
佔比，評估未來的所需電費等。

圖二 臺南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 BIM 3D 模型整合

二、BIM 模型與室內感測器及用電資訊整合應用
臺灣智駕實驗室的室內感測器，環境監測部分包含溫度、濕
度、照度、CO 與 CO2，其他包含數位電錶與監視影像。環境監
測與智慧電錶採用 Modbus TCP 通訊協定將資料長期儲存於後端
資料庫集中管理，監視器採用 RTSP 通訊協定接收即時影像，平
台並從資料庫中擷取相應的資訊後整合顯示於 3D 虛擬場景中，
利用 BIM 模型在建築物內部詳細的空間模型資訊，得以將感測資
訊與設備位置結合，達到直觀的檢視效果。
BIM 建築模型與監測資料間的整合架構如圖三所示，先將
Revit BIM 檔案轉換成 FBX 檔案後匯入平台中，由資料庫結構化

圖五 室內環境監測資訊展示

三、結語
本研究於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C 區場域中進行應用與驗證，

查詢語言(SQL)，分別查詢建築模型與監測資料的資料庫，兩者間

運用 5D 平台及建築資訊模型室內細緻模型的優勢，整合室內環

的關聯性則透過 BIM 模型內虛擬物件之全域唯一識別碼(GUID)

境感測器、用電資料各種類資料於模型中。透過可即時互動操作，

與實際感測器 ID 間的資料映射關係，將物件與資料連結在一起。

充分發揮 3D 場景內 360 度任意角度的觀看的特性，建構出獨特
的資訊展示效果。在 BIM 與感測器資料之整合應用開發初期，建
議可在 BIM 的建置階段便將相關感測器或設備模型一併加入，同
時其相關資訊，如 IoT 設備的描述、廠牌、型號等靜態資訊，可
加入模型的屬性中，對後續的整合開發可節省相當多的時間。特
別是如果感測器的數量眾多時，則應建立資料對應關係架構，以
闡明 BIM 內虛擬物件與真實感測資料間的連結過程。

圖三 BIM 模型與監測資料整合架構

室內環境監測
室內環境監測項目包含溫度、濕度、照度、CO 與 CO2，配
合室內溫度監測值，透過紅外線控制器自動調整空調溫度等功能

助理研究員 陳志賢
正工程師 謝志毅
專案助理研究員 林瑞綿
專案佐理研究員 蔡明華
研究員 王仁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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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智慧城市平台與應用之四》

5D 智慧城市平台於桃園社會住宅之應用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民國 108 年度執行由桃園市住宅發

本案因應國際潮流，不僅導入內政部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

展處委託之「桃園市社會住宅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一案，

院制定之「營運維護階段 BIM 圖資標準作業手冊」，建立一套健

旨在將桃園市中路二號社會住宅的建築資訊模型（BIM）導入地

全統一的營運維護階段 BIM 執行流程，將維運所需資訊有效留存

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中。計畫範圍為社會住宅向外擴展 2 平

於 BIM 模型內，達成營運與製造流程界面的整合。國震中心建置

方公里基地，以衛星影像圖為基礎，結合多種三維模型，包含空

「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打造智慧城市示範場域，在平台

拍建模模型與建築資訊模型，建置逼真的城市實景模型。以下列

中執行地震情境動態模擬分析，預測多變的天然災害，達到有效

點說明本案計畫成果與亮點。

的災害管理；此外，社會住宅 BIM 導入 GIS 圖台，創造智慧大樓
於智慧城市之加值應用，開創智慧城市管理新紀元。

一、 地震情境動態模擬分析
本案係以桃園市中路二號社會住宅作為初期示範基地，可望
本案採用非線性動力模擬分析技術針對計畫範圍內建物進行

在嶄新的年度，能夠擴大範圍到桃園市所有的社會住宅，未來可

地震歷時分析，再於平台中以 2.5D 建物輪廓模型展示各樓層的位

望應用於城市公共建設的管理，逐步推動桃園市成為臺灣首屈一

移歷時，最後以不同顏色標示出每棟建築物的損傷程度(圖一)。

指的智慧城市。

分析方法的假設包含：(1) 研究範圍內的建物結構系統皆為
RC 剪力屋架系統 (2) 各樓層均僅考慮結構柱的非線性變形參數
(3) 結構柱的材料均為 RC 柱，以及 (4) 各樓層均僅考慮與地面
平行方向之雙向自由度、不考慮垂直向自由度。
由於本案以開發模擬平台為主，而非開發地震情境動態模擬
分析功能，因此每棟建築物的建築材料與類型對分析所造成的影
響，均不在本案的工作項目內，受限於結構參數的不確定，本平
台的模擬結果僅適用於虛擬情境中展示。

二、 開發地震防災智慧城市模擬平台網頁版
本案採用網頁伺服器串流技術（HTTP Streaming）開發網頁版

圖一、平台採用地震情境動態模擬分析展示建物歷時損傷分布

平台，係利用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將多媒體資料傳送到用戶
端（Client）上播放。因此，使用者僅需要網路，即可隨時隨地使
用手機查看平台，使社會住宅管理者遠端監控與管理大樓。若大
樓有緊急事故需立即處理，平台將在第一時間通報管理者以採取
行動，提升居民的居住安全與品質。

三、 展示計畫成果於曲面投影與浮空投影
本案於桃園市中路二號社會住宅的機房內，採用長 5.5 米的
曲面投影螢幕展示平台，提升觀賞者的視覺與聽覺感受，使其身
歷其境地鳥瞰桃園市，加強本平台使用者的臨場感；另採用浮空
投影展示社會住宅建築資訊模型(圖二)，使用者可以一目了然各

圖二、桃園市中路二號社會住宅戰情中心採用浮空投影展示

樓層配置圖與各種建築元件，並且更直覺地了解各項內部細節，
提升管理者的管理效率與使用便利性。

桃園中路二號社會住宅工程榮獲第 19 屆公共工程金質獎
近年來，配合中央政策引導，各縣市政府積極推動公營住
宅，並展現良好執行成果，本案亦獲得中央肯定，榮獲第 19 屆行
政院公共工程金質獎「建築類」特優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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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佐理研究員 蔡明華
專案助理研究員 林瑞綿
研究員 王仁佐

《5D 智慧城市平台與應用之五》

光達掃描之整合應用–翡翠水庫與國震實驗場介紹
光達（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 LiDAR）雷射掃瞄，原理是
利用量測與物體間光的飛行時間來計算出兩者距離，掃描儀器利
用雷射脈衝掃描物體，感測器收到反射光，確定發射與接收的時
間差來計算光束發射點與物體間距離，再經全球定位系統得到掃
描儀的經緯度，即可得到物體的絕對座標。其所得資料為巨量的
點所構成，稱之為點雲(Points Cloud)，目前應用範圍非常廣泛，
包括地形測量、礦業、土木工程、建築、考古學、變形監測、城
市模型建置及自駕車領域中。

如圖二~圖四，分別為多軸向試驗系統、地震模擬振動台(下方)及
反力牆之切割後 3D 點雲模型。

光達為目前測繪領域的先進技術，具有可再短時間快速獲取
大量資料，減少外業時間等優點，透過地面光達掃瞄技術，以快
速有效率的提供詳盡且高精度的 3D 掃描資料。翡翠水庫範圍廣
大，包含邊坡與壩體等大型構造物，國震中心實驗室內則具有許
多實驗機具與設備，本文以兩者作為代表，說明戶外大範圍與室
內精細掃描之應用。

一、翡翠水庫介紹

圖二 多軸向試驗系統切割後點雲模型

有關翡翠水庫之進度介紹如下：
(一) 外業施測
主要是針對水庫各壩體構件進行加密的掃瞄，構件有翡
翠大壩、溢洪道、沖刷道及河道出水口、落水池及淨水
池、副壩、翡翠電廠及排洪隧道、操作大樓、水庫兩側
鍵槽及水庫廊道。如下圖一所示。
圖三 地震模擬振動台(下方) 切割後點雲模型

圖一 翡翠水庫掃描成果
(二) 內業點雲操作
將所蒐集回來的數據匯入軟體內，先將原始資料進
行 Multi Station Adjustment(MSA)拼接，藉由每次架站所
蒐集的數據進行相同位置的特徵物之擬合，各站的中的
點、線、面作為依據，如拼圖般環環相扣組成。
(三) 後續應用
主要點雲是輔助測繪或設計人員無法了解現場環
境情況，可藉由此三維資料來進行空間上的安排及配
置。以本研究之翡翠水庫為例，提供壩體的尺寸進行地
震力的分析及在虛擬平台介紹水庫各區域環境特色與
設備資訊。

二、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驗場介紹
實驗場主要施作外部、內部及地下室的掃瞄，藉由拼接 239
站後所組成 35 億點的專案檔，並將各個樓層及設備進行切割，例

圖四 反力牆切割後點雲模型

三、結語
本研究是虛擬平台建置 3D 模型的前身，以現場所存在的建
物及設備的尺寸實際狀況來展示，在使用光達上，則可提供更接
近於實際的資料，並可將監測設備、電力系統、控制開關及原物
料管理、保養周期等資料庫結合，即時顯示在虛擬平台上以利管
理。這樣的方便性未來勢必對於資料的精確度、實際情況、蒐集
數據量、所耗時間及人事成本有所影響，預期光達掃瞄的未來應
用將非常有可看性。

專案技術員 謝和村
助理研究員 林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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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智慧城市平台與應用之六》

花蓮尚志橋補強前光達掃描與結構分析應用
本文研究對象為花蓮尚志橋，它於花蓮地震發生支承墊損

(三) 有限元素模型

壞，由於該結構物無工程圖面，因此難以評估橋梁耐震能力。為

首先利用 SolidWorks 建構花蓮尚志橋 3D 模型，如圖三所示，

了解橋梁幾何尺寸，本研究利用光達掃描技術對尚志橋進行掃

接著將模型匯入 HyperMesh 中，最後將模型切割成 solid 元素，

描，接著繪製 3D 模型，最後建立有限元模型，分析時輸入鄰近

每個元素大小為 1500。

尚志橋之地表加速，如此一來即可模擬橋梁受震後之情形。

一、前言
因為花蓮常發生大地震，因此政府特別重視該區結構物安全
性。本研究選定花蓮尚志橋，它於花蓮地震中發生支承墊破壞，
原因是米崙斷層通過該區，因此管線接頭破損，進而導致管線漏
水。由於橋梁缺乏工程圖面，因此難以評估其耐震能力。為了解
橋梁詳細幾何尺寸，本研究透過光達掃描技術對尚志橋進行掃
圖三 花蓮尚志橋 3D 模型

描，利用點雲得知橋梁主要受力構件斷面尺寸並繪製 2D 圖面，
最後用 AutoCAD 繪製 3D 模型。將 3D 模型轉換成有限元模型，
分析時輸入鄰近尚志橋近斷層地表加速，可模擬橋梁受地震後之

(四) 邊界條件設定說明

反應。藉由本研究可以在沒有結構尺寸下經由精確的建模技術，

在斜面底部、梁柱底部和基座底部設定邊界條件，其邊界條

建立橋梁幾何外型，並成功建立有限元素模型，推估在地震下結

件為三軸向地震力位移，資料是選用花蓮地震的位移-時間曲線，

構物的損害行為。

接著於 Y 方向設定自重，最後在零件和零件間設定約束。

二、實驗計畫
(一) 工作流程

(五) 模擬分析結果
圖四為橋梁的應力分布圖，左圖為 t=10 秒時橋梁各部件之應
力分布，右圖為應力-時間曲線，選取範圍該橋梁應力最大之處。

第一步為以基站式雷射進行 3D 掃描作業，第二步為掃描資
料處理，主要為內業處理，包括掃描站位置套疊，雜點刪除與編
輯。第三步流程包括兩項工作，分別為點雲轉檔工作，以及三角
網格模型。點雲轉檔輸出工程界常用點雲數據格式，三角網格資
料為 3D 模型數據格式，經常被用來建立 3D 展示模型。
(二) 3D 模型建立
根據圖一之點雲數據繪製 2D CAD 圖檔，其成果如圖二。圖
二為尚志橋側視圖與立面圖 。

圖四 橋梁應力分布圖

三、結論
本研究透過光達掃描技術對橋體結構進行掃描，利用點雲數
據得知橋體結構尺寸，最後繪製出實體 3D 模型。將實體 3D 模型
圖一 花蓮尚志橋河床下灰階點雲掃描成果

簡化後建立有限元模型，分析時導入地表加速度，可模擬橋梁受
地震後之反應。藉由本研究可以建立結構幾何外型，並成功建立
有限元素模型，推估在地震下結構物的損害。

專案佐理研究員 柯傅堯
助理研究員 林世榮
研究員 王仁佐

圖二 花蓮尚志橋側視圖與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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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心 活動

國震中心與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稱國震中心)致力於臺灣地震工程

帶領智慧城市小組召集人許健智與智慧城市小組主持人王仁佐等

技術之研究、推廣及應用，並持續針對「耐震設計、評估與補強」、

人與 TTC 進行多次參訪與討論，雙方並於今年(2020 年 6 月 18

「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安全監測與預警」等三大研發主軸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

進行研發，提升國家整體之耐震能力。除此之外，由於近年來氣
候變遷急遽，高強度災害發生頻繁，地震與淹水已成為目前防災
迫切處理的議題之一。因此，為強化城市防救災能量，國震中心
成立了智慧城市小組，以真實城市為藍圖，獨創智慧數位空間概
念，打造出領先國際的「5D 智慧城市平台」。

透過合作備忘錄，期許未來共同規劃打造「智慧城市示範場
域」，藉由國震中心的專業建立「5D 智慧城市平台」，發揮智慧
城市的減災（Mitigation）
、整備（Preparedness）
、應變（Response）、
復原（Recovery）能力。並且經由 TTC 的專業評估與服務通過相
關資通安全檢測驗證。

國震中心獨創之智慧數位空間概念（亦可稱為 5D 智慧數位
空間），此數位空間可整合知識力、感官能力、推理能力、神經
網絡傳輸力、決策判斷力數位空間，打造出完整智慧數位空間。
第 5D 數位空間中，以 3D 城市實景模型為基礎，可融入時間資訊
(4D)與鏈結真實世界佈設的各類感測器，感測器訊息傳輸透過新
興的 5G（或 4G）高容量、海量連結、低延時傳送技術，打造出
實虛整合的 5D+5G 智慧城市虛擬空間。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以下簡稱 TTC)自成立以來，以配合
國家資通訊發展計畫，執行通訊傳播監理政策、通訊傳播技術規
範及資通安全技術規範之研究，以成為政府資通訊政策及技術智
庫為目標；並因應資通訊技術發展，提供資通訊產品檢測驗證、
顧問諮詢及相關平臺營運管理服務，協助推動國內廠商技術升級
並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

圖一 TTC 來訪國震中心，會後由國震中心柴駿甫副主任(左)
與 TTC 林高裕主任(右)互贈紀念品。

隨著行動寬頻普及以及物聯網、區塊鏈和邊緣運算等新興技
術的出現，智慧工廠、工業 4.0 等概念應運而生，如今，我國政
府正加速推動 5G 基礎建設、發展 5G 友善環境，同時強化既有產
業優勢、深化產業創新，並驅動數位轉型，TTC 作為政府資通訊
智庫，可協助規劃通訊傳播政策、數位經濟政策及頻譜資源整備
且給予專業技術支援，同時提供業者資通安全、檢測驗證及顧問
服務，期能提升、促進產業發展。
此外 TTC 於今年開發完成可抗混淆技術之 Android 惡意程式
風 險 評 分 系 統 「 Quark-Engine 」 ， 獲 得 美 國 知 名 駭 客 研 討 會
DEFCON 28 Blue Team Village 肯定，同時入選 HITB Lockdown
002 、EuroPython 2020 等國際研討會，在國際間表現亮眼。TTC

圖二 國震中心與 TTC 團隊合影。

研發團隊歷經一年的深度技術研究，初登場成果即亮眼國際，向
國際與會者展現臺灣的資安研發能量。
專案助理研究員 林瑞綿
基於國震中心智慧防災的發展目標與 TTC 的整合服務，雙方
為拓展及加強雙方之合作與交流層面，國震中心由柴駿甫副主任

研究員 王仁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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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體驗屋」現身科學家秘密基地
防災科普超有感
(二) 用積木蓋出耐震房屋、紙模型屋 DIY

七級強震有多震憾？今年暑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地震

「啊~~」小朋友一陣驚呼，動手蓋的房子在振動台上震倒了。

體驗屋」移師國立中興大學，帶民眾親自感受 921 七級強震的威

國震中心的積木體驗區在會場中十分受歡迎，小朋友創意無

力，透過臨場互動學習，了解臺灣最新的地震速報科技，同時學
習地震來時如何做好防災應變。前來參加的大朋友、小朋友對於
身歷其境的強震體驗印象深刻，直呼這樣的防災科普教育真的超
有感！

限，運用磁鐵積木的磁力模擬房屋梁柱的構架，再以木板模擬樓
板及牆壁，堆疊出各式各樣造型特殊的房子。接著，充滿自信地
將自己蓋的房屋放置於小型振動台上進行耐震測試，當積木無法
承受地震應聲而倒，工作人員便趁此機會解說房屋不耐震的原

全國最大科普展「科學家秘密基地」中部登場

因，不僅讓小朋友在動手做的過程中，學習到建築物結構安全的
知識並引發思考，也讓一旁陪同的家長進一步了解房屋形成軟弱

全國最大的科普展「科學家秘密基地」由科技部指導，國家
實驗研究院與中興大學主辦、中彰投 3 縣市協辦，2020 年 8 月 14

層的原因，例如柱線不連貫、牆壁量不足，或是樓層過度挑高等，
對於生活周遭建築物的耐震安全有了更完整的認識。

日至 18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體育館展出。國震中心規劃一系列抗震
科普活動，包括：地震體驗屋、如何用積木蓋出耐震房屋、紙模
型屋 DIY-了解結構的奧秘等，引導民眾從體驗中學習建築物結構
安全的知識，以及地震速報對民眾生活的重要性。

此外，紙模型屋 DIY 亦是體驗區的一大熱點，小朋友們聚精
會神透過動手做簡易紙模型屋架構，了解房屋基本構成與特性，
並藉由工作人員的解說和展示，小朋友們嘗試比較紙模型屋有無
支撐時，搖晃程度的差異，學習如何提升房屋的耐震性能。

除國震中心外，國研院各研究中心亦同步展出許多有趣的主
題，如福爾摩沙衛星 5 號、7 號模型、智慧索瑪立方體、人造極

親身體驗「酷」科學 耐震科普向下扎根

光、證實大氣壓力存在的馬德堡半球、透過 VR 深入人體觀察病
「科學家的秘密基地」今年邁入第 3 年，獲得各地區民眾好

灶、見識深海壓力的壓力艙、可分辨正常與生病小鼠的步態體驗
等，陪伴中部地區的大小朋友度過一個充滿科學味的暑假。

評，國震中心也藉由每年的展出，讓地震科技體驗、動手 DIY 更
有趣，帶領大人、小孩感受「酷」科學，讓地震防災教育向下扎

「啊！！！」驚呼聲中，地震防災知識深植腦中

根。

由於現今科技仍無法有效預測地震何時來臨，民眾面對地震
時經常覺得措手不及，因此事前的預警、防災準備、確保住家房
屋的耐震力等工作更顯重要。為使民眾更清楚了解地震速報以及
建築物結構安全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國震中心帶領大小朋友透
過「體驗」，融入防災情境中，再輔以科普說明，讓地震防災知
識更能深植腦中。
圖一 地震體驗屋
(一) 地震體驗屋
「啊~~好晃！」參與地震體驗的民眾紛紛發出驚呼聲。
國震中心為讓民眾了解日常生活中地震速報科技如何在強烈
震波來臨前，提早數秒到數十秒發布警訊，爭取求生機會，特別
設計一座巨型的六軸沉浸式地震體驗屋(圖一)，模擬 921 的七級規
模地震，讓參與的大小朋友實際感受強震來臨時，有無地震速報
系統的差異。民眾在體驗屋中，透過情境和影像展示，可以具體

圖二 (左)用積木蓋出耐震房屋、(右)紙模型屋 DIY

看到住家導入地震速報系統後，警報燈光、警示音效、逃生動線
指引、瓦斯遮斷等如何自動運作，為民眾爭取逃生時間、保障生
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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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推廣組

國震中心增建案結構分析座談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簡稱國震中心)為因應未來發展，在
原地擴建辦公大樓。經由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慷慨的實體捐贈「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建築增建工程」，從既有的六層樓鋼筋混凝
土建築上，擴建為十三層樓鋼筋混凝土與鋼結構的複合結構(圖
一)，建築基地面積也增大以容納一樓至十三樓的新增鋼結構服務
核。增建工程以加厚或新增剪力牆、複合材料補強短梁等方式，
來強化既有的六層鋼筋混凝土建築；此外，為增加結構耐震能力，
採用挫屈束制支撐 (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BRB)、鋼板阻尼器
(Steel Panel Damper, SPD) 及油壓阻尼器(Fluid Viscous Damper,
FVD)等消能元件。
為了能夠了解國震中心增建大樓的耐震能力，國震中心研究
人員與台大土木系蔡克銓教授研究團隊合作，以 PISA3D 結構分

圖二 國震中心黃世建主任主持會議，莊明介博士報告

析軟體建立增建大樓數值模型(圖一)，進行模態分析、側推分析
以及非線性歷時分析。其中非線性歷時分析採 21 組三向地震記
錄，並且分別考慮 Service Level Earthquake (SLE)、Design Basis
Earthquake (DBE)、Maximum Considered Earthquake (MCE)等不同
地震危害度的加速度歷時，進行動力分析來求得增建大樓的最大
屋頂側移角、最大層間側移、最大層間剪力等結構受震反應，進
而了解國震中心的耐震性能。
國震中心在 2020 年 8 月 5 日辦理國震中心增建案結構分析座
談會，由黃世建主任主持(圖二)，會中安排國震中心與台大土木
研究團隊報告增建案補強設計與歷時分析的成果。本次會議共計
約 60 人參與，出席人員來自國震中心、台大土木、潤弘精密工程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創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等相關單位。此次會

圖三 國震中心沈文成先生報告

議共有三個報告主題，包含(1)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辦公大樓增
建工程之補強設計與施工(圖三)；(2)國震中心增建案耐震分析(圖
四)；(3)國震中心增建案歷時分析加值應用(圖二)。透過此會，所
有與會人員對於增建案的結構分析以及後續應用進行深入的討論
與意見交流。

: FVD
: SPD
: BRB
: Steel
: RC

圖四 台大土木系林冠泓先生報告

副研究員 莊明介

圖一 PISA3D 結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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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實驗成果研討會(I、II)
為促進國內地震工程研究之交流發展，以及提升國內土木建



利用 BATS 以不同加載速度及不同軸力，於鋼筋混凝

築工程界知能之提升，本中心實驗室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與 8 月

土施柱加施加側位移，以了解近斷層地震之速度脈衝

10 日舉辦本年度第一及第二場次的「2020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效應對柱構件側力與位移曲線影響。

實驗成果研討會」(2020NCE)。本研討會邀請 2019 年中，利用本



中心台北與台南實驗室各測試系統(台北振動台、台南長衝程振動
台、台北與台南反力牆與強力地板結構實驗室(RWSF)，以及台北

之效益評估


多軸向測試系統 MATS 與台南雙軸向測試系統 BATS)進行實驗
之研究團隊，以口頭演講方式發表最新之實驗與研究成果。



來更進一步的合作。
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2020NCE(I)。
會中共計發表 16 個口頭演講，研究主題涵蓋包括：


非結構元件(懸吊式消防灑水系統、防煙垂壁，以及中



在梁腹增設摩阻型高強度螺栓之接合細節，以提升既
有鋼梁柱接頭變形能力之可行性



鋼筋混凝土柱梁偏心接合之耐震抗剪強度檢討



高強度鋼筋混凝土梁柱接合細節與耐震行為



雙擺變曲率滑動支承之元件力學性能測試



國震中心台南實驗室振動台之動力特性識別



以套筒式基礎離岸風機縮尺結構模型受震行為，及土
壤液化對其受震反應之影響

高樓層懸吊式功能設施)之耐震性能探討


低降服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在高軸力與近斷層載
重下之耐震性能

貴的在工地現場遭遇到的挑戰與解決經驗。除了上述促進產學界
溝通交流之外，本中心亦希望透過本研討會之舉辦，促成雙方未

利用超高性能纖維混凝土進行補強(混凝土柱擴柱、磚
牆與凝土樑柱接頭)之效益評估

本研討會提供絕佳機會，除讓學界研究人員得以分享交流最
新研究成果外，亦讓業界先進有機會直接對學界研究人員提供寶

以構架內置型簡易耐震補強法，補強典型剪力屋構架

以不同方式(碳纖維貼片與鋼構件)補強既有建物中開



即時複合實驗技術之研發與實際應用

口磚牆之可行性與成效、開口磚牆之補強建議及設計



鋼筋混凝土柱構件於高軸壓比之韌性與變形歷時

方法




控制作用軸壓力與水平鋼筋量，以反覆載重實驗探討

本研討會亦以簡要論文之形式，發表相關實驗與研究成果。

未開孔鋼筋混凝土剪力牆破壞之倒塌行為

會後亦將所有簡要論文彙整成冊，以中心報告之形式對外公開，

利用鋼板置入高強度鋼筋混凝土剪力牆連接梁以提升

達成國家社會支持吾人進行地震工程研究之期待。

剪力強度與韌性研究


竹節鋼筋於鋼筋混凝土之直線握裹行為與高強度混凝
土握裹破壞機制



鋼筋混凝土梁主筋貫穿內柱梁柱接頭之直線握裹性能
與耐震行為關聯性研究



考量軸力影響下之鋼板混凝土複合牆力學特性



救災用複合材料桁架式輕便橋單一節塊子結構單向壓
力測試與性能探討



以反覆載重試驗探討外置圍束對於以模組化鋼棒剪力
榫預鑄節塊橋柱結構力學行為之影響



可應用於管線試驗之單向度剪力盒性能



改良式鋼筋混凝土補強



近斷層建物抗倒塌技術



地震避難桌垂直性能之探討

2020NCE(II)以實體研討會方式，於台南實驗室舉辦。會中亦
發表 15 個口頭演講。研究主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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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20NCE(II)現場

技術師 王孔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