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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第一篇中已詳細介紹雙層含挫屈束制支撐（buckling-restrained 

brace, BRB）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 RC）構架（BBR-RCF）

之設計與預測分析，本篇則討論 BRB-RCF 之試驗觀察、試驗與模擬

分析結果。試驗結果顯示，在 50/50 級地震作用下，一樓及二樓 BRB

最大水平剪力分別占整體構架水平剪力之 52%與 71%；在 10/50 與

2/50 級地震時，則分別為 60%與 70%，證實 BRB 能提供整體構架良

好側向勁度與強度。四次擬動態試驗中，各層遲滯能量消散比例介於

60%至 94%，證實 BRB 能消散大部份的地震能量。反覆載重試驗完

成 2.75%層間側位移（inter-story drift ratio, IDR）的加載時，一樓與

二樓 BRB 之總累積塑性變形量已分別超過 476 與 680。當反覆載重

試驗進行至試體 IDR 達 3.5%時，側向強度仍未下降，且維持穩定的

遲滯消能行為。進行至 IDR 為 4.5%時，一樓上端接合板才發生挫屈， 

 
 
 
 
 

新建含挫屈束制支撐之實尺寸兩層樓鋼筋 
混凝土構架耐震設計、試驗與分析研究： 

二、試驗結果與模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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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導致一樓 BRB 圍束鋼管發生整體撓曲挫屈。當一樓頂接合板之

有效長度因子 Kcr 採 2.0 計算時，需求與強度比（demand-to-capacity 

ratio, DCR）將達 1.05，且一樓BRB圍束鋼管之設計DCR已高達 0.95，

顯示接合板挫屈後牽動 BRB 圍束鋼管發生整體撓曲挫屈，試驗與此

分析結果相符。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之鐵件施工與設計方法可

行，在試驗程中保持彈性，並證實所採 RC 構件不連續區域之設計方

法能避免破壞發生，可供工程應用參考。由於預測模型高估 10/50 及

2/50 地震等級下之反應，本篇詳述利用試驗反應進一步校正 PISA3D

分析模型之方法，模擬結果大幅提高分析模擬於 2/50 等級地震下之

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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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ismic design and analytical response predictions of the full-scaled two-story 

BRB-RCF are introduced in the Part I paper. This Part II paper discusses the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test results and analytical simulations using a refined 

PISA3D model. In the 50/50 earthquake, the ratios of peak BRB and BRB-RCF shear 

are 52% and 71%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stories, respectively. Similar ratios can be 

obtained if a factor 0.7 is applied on the gross moment of inertia for RC members in 

the ETABS elastic model. In the 10/50 and 2/50 events, the ratios become about 60% 

and 70%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stories, respectively. These indicate that BRBs can 

provide a high lateral stiffness and strength. The hysteresis energy dissipated ratios in 

the four hybrid tests are ranging from 60% to 94% for the two stories, confirming 

that BRBs can effectively dissipate seismic input energy. When the 2.75% inter-story 

drift ratio (IDR) cycles were completed during the cyclic loading test, the cumulative 

plastic deformations were more than 476 and 680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story 

BRBs, respectively.  When both two stories reached an IDR of 3.5%, the frame’s 

lateral force versus deformation response was still very stable. Up to the first 

IDR=4.5% loading cycle, the first story top gusset buckled, caused the subsequent 

flexural buckling of the first story BRB to occur.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ed 

results as this gusset’s demand-to-capacity ratio DCR is 1.05 for the buckling limit 

state when the effective length factor Kcr=2.0 is considered. Nonetheless, the buckled 

BRB have a DCR=0.95 in the steel casing. No failure of the steel embedment is 

observed in the tests. Test results confirm that the ACI provisions and the simplified 

softened strut-and-tie model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prevent the RC 

discontinuity region failur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pose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for the steel embedment are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for the real 

applications. The response analysis of the refined PISA3D model calibrated from 

using the test results is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accuracy enhancement 

compared to the typical model. 

一、介紹 

本研究於第一篇文章中已詳細介紹將耐

震 性 能 良 好 之 挫 屈 束 制 支 撐 （ 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 BRB）應用於新建之鋼筋混凝

土（reinforced concrete, RC），以預埋之工字型

鐵件作為 RC 構件與 BRB 之連接介面。本研

究設計一座雙層實尺寸總高 7.14m、寬 5m 含

BRB 之 RC 構架（BRB-RCF）試體，採用 A36

鋼材 BRB 與之字形配置，並對試體進行四次

擬動態試驗與反覆載重試驗[1]。於前篇已詳細

說明 BRB-RCF 之耐震設計、製作方式與反應

預測分析模型之建立方法，其中包含 RC 構件

之梁柱開合效應造成接合板之介面應力、預埋

鐵件之施工與設計方法、 RC 不連續區域

（discontinuity region, D-region）之設計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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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擬動態試驗之地震歷時挑選過程。本篇

討論的主題為試體在經歷四次擬動態試驗與

反覆載重試驗後之結果討論，包含構架整體反

應 、 破 壞 模 式 、 BRB 累 積 塑 性 變 形 量

（Cumulative plastic deformation, CPD）、BRB

與構架能量分配比較、接合板應力分佈比較、

接 合 板 挫 屈 之 設 計 強 度 檢 核

（demand-to-capacity ratio, DCR)及利用試驗

反應校正 PISA3D 分析模型之模擬方法與結果

[2]。 

二、試驗觀察 

第 一 階 段 擬 動 態 試 驗 （ 50/50, LA43, 

PGA=0.14g） 

構 架 於 小 地 震 中 最 大 層 間 側 位 移

（inter-story drift ratio, IDR）為+0.22%發生於

一樓，且各樓 IDR 均勻，除頂樓樓板發現些微

裂縫外，試體其他各部並未發現明顯混凝土裂

縫。由於後續所經歷之位移沒有超過最大位移，

因此不再進行觀察；試驗結束後，一樓有極小

之殘餘變形 0.38mm。北側轉接梁在試驗過程

中並無發現明顯與試體分離之現象，且頂樓樓

板裂縫並未增加，構架在小地震下保持彈性反

應，與預期相同。 

第二階段擬動態試驗（10/50, LA9, PGA=0.51g） 

試驗開始進行後於地震 4.11 秒停下觀察，

此時試體最大 IDR 為+0.53%發生在一樓。一

樓柱底、中間梁與頂梁之南側底部發現撓曲裂

縫，且撓曲裂縫發生於預埋鐵件之外部，二樓

及頂樓樓板則是於北側柱緣發生撓曲裂縫。試

驗於地震 5.35 秒時，試體到達最大負向位移，

最大 IDR 為-1.02%發生在二樓，一樓之 IDR

為-0.6%。由於此時油壓作動器是透過兩組直

徑 49mm 之預力螺桿由北側轉接梁驅動整座試

體，且作動器出力已經超過螺桿施加之預力

589kN，故觀察到南側轉接梁與試體有些分離。

試體於北面柱底發生撓曲裂縫，中間梁與頂梁

於北側底部與南側頂部發生撓曲裂縫，裂縫主

要發生於梁鐵件之外，另於二樓南側柱頂發現

混凝土裂縫。10/50 地震試驗結束後發現，一

樓殘餘變形為-1.94mm，二樓為-8.46mm，兩層

樓之殘餘變形有明顯差異，與預測有些差異。 

第 三 階 段 擬 動 態 試 驗 （ 2/50-1, LA22, 

PGA=0.9g） 

試驗開始後，試體於地震 1.02 秒經歷最

大負向位移，進行試驗觀察，一樓與二樓 IDR

分別為-0.7%與-2.1%，柱底之混凝土裂縫繼續

增長，但裂縫寬度沒有明顯變大。頂梁北側裂

縫沿鐵件邊緣明顯增長，且裂縫寬度變大（圖

1(a)），造成鐵件與梁間有約 5mm 之縫隙；二

樓樓板南側亦發現鐵件與梁間有約 3mm 之縫

隙，中間梁之裂縫則沒有明顯之增長，推測原

因為一樓 IDR 沒有比先前大多少，變形大多集

中在二樓。試驗結束後，一樓殘餘變形為

-5.21mm，二樓為-17.8mm，殘餘變形較第二階

段地震反應為大。 

第 四 階 段 擬 動 態 試 驗 （ 2/50-2, LA22, 

PGA=0.9g） 

試驗開始後地震於 1 秒左右，北側頂梁底

部發生大型混凝土塊剝落，試體一樓與二樓所

經歷最大 IDR 分別為-1.03%與-2.5%，超過第

三階段擬動態試驗反應。疑似因為殘餘變形之

影響，造成本階段試驗試體之負向位移越來越

大。試驗觀察中發現，頂梁與中間梁之鐵件外

端混凝土塊局部剝落，主筋部份裸露，並可看

出混凝土保護層厚度不足（小於原設計之

40mm，圖 1(b)）。試驗結束後，試體一樓殘餘

變形為-5.72mm，二樓為-20.1mm，殘餘變形比

起第三階段地震反應略大。 

反覆載重試驗 第一部份 

反覆載重試驗前，使用油壓作動器將試體

兩層樓皆調整至零側位移再開始進行。第一部

份反覆載重試驗為頂層位移控制，上層與下層

作動器出力採倒三角分佈進行試驗。試體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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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0%弧度目標位移前，南側頂梁底部與中

間梁底部有混凝土剝落。於屋頂位移角達

+1.0%弧度時，兩層樓之 IDR 相當接近，可見

兩層樓之正向勁度與設計相符；北側頂梁底部

此時為受壓側，在 2/50-2 地震結束後已有一根

主筋裸露，裸露之主筋少了混凝土保護後發生

局部挫屈。中間梁與柱底的裂縫發展和先前相

同，唯獨中間梁鐵件附近裂縫寬度有加大現象。

屋頂位移角達 -1.0%弧度時，二樓及頂樓之

IDR 分別為 -0.71%及 -1.28%，比起第四階段

2/50-2 地震反應之最大 IDR 來的小，故不進行

觀察，但發現上下兩層 IDR 已開始不一致。隨

後於頂層位移角正負 1.4%及 1.75%弧度的加

載過程中，混凝土裂縫發展與先前相同。 

反覆載重試驗 第二部份 

由於上下層 IDR 反應不一致，故第二部份

反覆載重試驗從目標位移角 2.2%弧度開始改

變為雙層位移控制，使兩層之 IDR 相同。於目

標位移角 2.2%與 2.75%弧度時，RC 裂縫發展

情形與先前相同，至+3.5%弧度時頂梁南側底

部混凝土大量剝落，底層主筋完全裸露（圖

2(a)），頂梁北側底部主筋因失去混凝土保護受

壓已產生挫屈，最外側主筋發生斷裂（圖 2(b)）。

中間梁南側與北側底部亦發生鋼筋裸露現象，

於北側底部發生鋼筋挫屈，但未發生斷裂。在

進行 3.5%弧度之第二與第三迴圈加載過程中，

發生非常巨大的聲響，為挫屈鋼筋在反覆拉扯

下斷裂所造成。完成三個迴圈的加載後，試體

之遲滯迴圈依舊相當飽滿且強度沒有下降。在

進行第一次+4.5%弧度的加載過程中，中間梁

端底部鋼筋裸露非常嚴重，且都已發生挫屈，

頂梁兩端底部鋼筋則是全數斷裂（圖 2(c)及

2(d)）。另因一樓 BRB 上端接合板發生挫屈（圖

2(e)），引致一樓 BRB 圍束鋼管亦發生整體挫

屈（圖 2(f)），一樓南側與北側柱底皆發生大

規模混凝土剝落。後續於-4.5%弧度的加載中，

二樓 BRB 並沒有挫屈，構架二樓剪力強度沒

有下降，但由於一樓 BRB 已發生挫屈，故回

至零側位移時即結束試驗。 

 

       

(a) 第三階段（2/50-1）                (b) 第四階段（2/50-2） 

圖 1 擬動態 2/50 試驗頂梁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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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5%弧度時頂梁南側底部           (b) +3.5%弧度時頂梁北側底部 

     
(c) +4.5%弧度時頂梁南側底部           (d) +4.5%弧度時頂梁北側底部 

       
(e) +4.5%弧度時一樓 BRB 上端接合板挫屈        (f) +4.5%弧度時一樓 BRB 

整體撓曲挫屈 

圖 2 第二部份反覆載重試驗試體破壞情形 

三、構架非線性反應模擬分析 

第一篇已提到預測模型能合理預測試體

於彈性階段之反應，但高估 10/50 及 2/50 地震

等級下之反應，因此本研究進一步利用試驗結

果校正預測分析模型，模型校正主要為下列幾

點：(1) 考慮試體梁實際所受到的軸力，於梁

端加上 589kN 軸壓力，並將中間梁及頂梁水平

向自由度束制解開；(2) 進行非線性動力歷時

分析時，第一及第二振態阻尼比由 2%調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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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僅在兩處含鐵件之梁端設定剛域，剛

域長度採一半的柱寬為 250mm，不含鐵件處梁

或柱端均無設置剛域；(4) 根據量測結果計算

實際之 BRB 等效勁度，所得一樓及二樓 BRB

的等效勁度因子 Q 調整為 1.44 及 1.34；(5) 在

預測模型中，一樓 BRB 下端工作點設定於基

礎表面與柱中心線交點（圖 3(a)）。校正模型

之柱底固定端仍維持於實際基礎表面，但一樓

BRB 依實際配置角度建置模型，BRB 下端工

作點則設置於與基礎表面同高之另一較偏南

的獨立節點（圖 3(b)）。因此，校正模型中 BRB

桁架元素模型長度略短於預測模型中之設定，

其等效勁度亦對應調整；(6) BRB 材料模型中

的等向及走動硬化參數 [3,4]則利用試驗所得

之 BRB 受力變形關係進行校準。本研究採用

梯度下降法進行材料模型參數擬合，以極小化

模擬與試驗結果之均方根誤差作為最佳化目

標，求得模擬效果較佳的參數組合[5]。 

圖 4 至圖 7 為四階段擬動態試驗與模擬分

析所得之樓層側位移歷時及層剪力與層間側

位移角之關係，圖 8(a)為第一部份反覆載重試

驗與模擬分析所得之層剪力與層間側位移角

之關係，圖 8(b)為基底剪力與頂樓側位移角之

關係；研究結果顯示，利用試驗結果校正之

PISA3D 模型能有效模擬整體構架反應。表 1

為四階段擬動態試驗結果與模擬分析所得之

兩層樓位移極值，表 2 為由各階段自由震盪試

驗所得之週期變化。分析結果顯示，經過上述

方式校正之模型能大幅提高於 10/50 及 2/50 等

級地震下之分析準確度，第二階段試驗（10/50）

及分析所得之一樓位移極值分別為+20.7mm

及+22.1mm，二樓位移極值分別為-52.2mm 及

-54.2mm；第三階段試驗及模擬分析所得之一

樓位移極值分別為-29.3mm 及-25.4mm，二樓

位移極值分別為-89.3mm 及-86.7mm；第四階

段試驗與模擬分析所得之一樓位移極值分別

為-26.9mm 與-23.8mm，二樓位移極值分別為

-90.7mm 與 -85.5mm 。此外，由表 2 可知

BRB-RCF 試體經過 50/50 等級的地震後，基

本震動週期由 0.38 秒稍微增至 0.39 秒，而經

過 10/50 及 2/50 等級一次之地震後，週期分別

增加至 0.42 秒及 0.46 秒；經過第四階段試驗

2/50 等級第二次地震後，結構週期仍為 0.46

秒，由此可看出 BRB-RCF 在受一強震後再受

二次烈震，結構系統沒有明顯軟化趨勢，且仍

能保持穩定的耐震性能。 

       

(a) 預測模型                        (b) 修正模型 

圖 3 PISA3D 分析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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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0

3130

Rigid End Zones
 (REZ)

5000

3280

3130

Rigid End Zones
 (REZ)

W.P.
`



122 結構

 

構工程  第三十一

圖 4 第一

圖 5 第二

圖 6 第三

一卷  第二期 

一階段（50

二階段（10

三階段（2/5

 

 
0/50）擬動態

及層剪力與

 

 
0/50）擬動態

及層剪力與

 

 
50-1）擬動態

及層剪力與

態試驗與模

與層間側位移

 

態試驗與模

與層間側位移

 

態試驗與模

與層間側位移

模擬分析所得

移角關係圖

模擬分析所得

移角關係圖

模擬分析所得

移角關係圖

得之樓層側位

圖 

得之樓層側位

圖 

得之樓層側

圖 

位移歷時 

位移歷時 

位移歷時 



 

Ea

Note: p

Fr

Fr

Fr

Fr
Fr

 

圖 7 第四

(a) 層

表 1 擬

arthquake 

50/50 
10/50 
2/50-1 
2/50-2 
ositive denote

Free vibratio

ree Vibration T
50/50 (5 sec

ree Vibration T
10/50 (5 sec

ree Vibration T
2/50-1 (5 sec

ree Vibration T
ree Vibration T

四階段（2/5

層剪力與層

圖 8 第

擬動態試驗

Test
+

+2
-2
-2

es north direct

on 

Test1 
c) 
Test2 
c) 
Test3 
c) 
Test4 
Test5 

 

 
50-2）擬動態

及層剪力與

 

間側位移角

第一部份反

驗與 PISA3D

2F
t (mm) 

+6.9 
20.7 
29.3 
26.9 
tion of specim

表 2 各階

1st mo
Test 
0.38 
0.39 
0.41 
0.42 
0.43 
0.46 
0.46 
0.46 

態試驗與模

與層間側位移

 

角關係圖   

反覆載重試驗

D 模擬分析所

PISA3D (m
+6.8

+22.1
-25.4
-23.8

men. 

階段自由震盪

ode period (se
PIS

0

0

0

0
0

模擬分析所得

移角關係圖

 

        

驗與模擬分析

所得之最大

mm) T

盪試驗結果

c) 
SA3D 
.39 
- 
.39 
- 
.39 
- 
.40 
.39 

結構工程  第

得之樓層側

圖 

(b) 基底剪

移角關

析結果 

大樓層側位移

Test (mm) 
+13.2 
-52.2 
-89.3 
-90.7 

2nd mod
Test 
0.13 
0.13 
0.27 
0.14 
0.29 
0.14 
0.30 
0.30 

第三十一卷  第二

位移歷時 

剪力與頂樓側

關係圖 

移反應 

RF 
PISA3D

+12
-54
-86
-85

de period (sec
PISA

0.1
-

0.1
-

0.1
-

0.1
0.1

二期 123   

 

側位 

D (mm) 
2.9 
.2 
.7 
.5 

c) 
A3D 
14 
- 
14 
- 
14 
- 
14 
14 



124 結構工程  第三十一卷  第二期 

 

四、試驗結果討論 

4.1 構架整體反應 

如圖 4 至圖 7 所示，在 50/50 等級地震作

用下，基底剪力約為 1000kN，一樓最大 IDR

為 0.22%，二樓最大層間剪力約為 580kN，IDR

約為 0.2%；兩層剪力與位移反應皆呈線性關

係，顯示構架保持彈性。在 10/50 之地震等級

作用下，由各層剪力與層間側位移角關係圖可

知構架已進入非線性，遲滯消能行為良好，基

底剪力已達 1600kN，但兩層樓之 IDR 反應已

產生差異，二樓最大 IDR 約為一樓之兩倍，且

二樓正負向 IDR 亦不均勻。在等級 2/50 地震

作用下，最大基底剪力約為 1750kN，二樓最

大 IDR 依舊約為一樓之兩倍，且負向位移約為

正向位移反應之兩倍。第四與第三階段擬動態

試驗反應結果類似，顯示第二次經歷 2/50 等

級地震時，構架之勁度與強度依然能夠維持。 

如圖 9 所示，反覆載重試驗分為兩部份，

第一部份為頂層位移角加載至 1.75%弧度，此

階段為頂層位移控制，下層施力約為上層施力

之半，由於上下層之負向勁度不均勻，造成進

行負向施載時，側位移集中在頂層樓，因此第

二部份改為控制兩樓 IDR 相同，IDR 由正負

2.2%加載至 4.5%。第二部份反覆載重試驗加

載至-2.2% IDR 時，二樓最大強度較試驗第一

部份之強度來的小，但一樓最大強度則明顯增

大，是因為一樓負向位移比例較試驗第一部份

增加很多。進行 3.5%弧度第二與第三迴圈的

加載時，頂梁主筋斷裂，造成二樓強度開始下

降。試驗加載至 4.5%弧度第一迴圈時，一樓

BRB 上端接合板挫屈連帶造成 BRB 圍束鋼管

整體撓曲挫屈，導致一樓強度急遽下降。由於

BRB 圍束鋼管挫屈，在經歷-4.5%弧度側位移

後之加載過程中，底層勁度已大幅下降。 

由鋼筋應變計可以得知 RC 梁與柱構件降

伏時機，如圖 10 所示，除了中間梁南側鋼筋

應變計損毀外，頂梁與中間梁主筋於 2/50 等

級地震作用下已降伏，且鋼筋降伏點皆位於預

埋鐵件之外；在反覆載重試驗屋頂側位移角

1.4%弧度時，柱底鋼筋已全數降伏。圖 10(a)

與圖 10(c)分別為試驗進行至 IDR 為+3.5%時

試體南與北側柱損壞情況，顯示混凝土大範圍

剝落處皆發生在與設計相符的梁端及柱底。至

試驗結束時，柱中與柱頂均未發生鋼筋降伏，

結構塑鉸發生位置及次序與預測相符。 

      

圖 9 反覆載重試驗層剪力與層間側位移角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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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0 鋼筋降伏時機與層間側位移角達 3.5%弧度時之破壞情形 

4.2  BRB 性能反應 

BRB 勁度與受力變形反應 

因 BRB 接合段保持彈性，BRB 軸力反應

可藉由佈設於接合段之應變計平均讀值乘上

彈性模數 E 與斷面積 Aj 求得；利用斜撐兩端

圍束鋼管至接合段間（接合板緣）所設置之位

移計，可量測 BRB 核心主要變形量（圖 11）。

如表 3 所示，由前述 BRB 兩端變形量及 BRB

軸力試驗值線性回歸所得之軸向彈性勁度為

Kj,exp，其與理論值 Kj 相當接近。BRB 在進入

降伏之後，主要變形會集中於核心消能段中，

但其它部份依舊會有微量的彈性變形，故另外

設置位移計量測接合段（接合板緣）至工作點

之額外變形量（圖 11）。因試體樓板與基礎之

阻擋，只方便在各組 BRB 上端設置位移計，

二樓 BRB 下端接合段至工作點變形量假設與

上端相同，一樓 BRB 下端變形量因基礎剛度

甚巨，故假設為一樓上端之一半；將前述所有

變形量分別相加就可得各組 BRB 工作點至工

作點之變形量。由此變形量與 BRB 軸力關係

（圖 12(a)）線性回歸可得 BRB 軸向彈性勁度

Keff,exp，透過 Keff,exp 可探討由理論計算之等效

勁度時接合段面積放大係數 γ（第一篇之式(4)），

如表 3 所示，所得一樓及二樓 BRB 之 γ 分別

為 1.93 及 1.08。 

從 BRB 之受力變形結果（圖 12(a)）可以

看出，於 50/50 等級地震下，一樓與二樓 BRB

皆保持彈性行為，與預測相符。至 10/50 等級

地震時，一樓及二樓 BRB 皆開始進入塑性階

段，且地震歷時造成的變形集中於二樓（圖

12(b)）。在 2/50 等級地震下，兩樓之 BRB 反

應皆加劇，二樓 BRB 核心應變已達約 2%，且

正負向變形量差異甚巨（圖 13(a)）。第二次 2/50

地震測試與前次結果類似，僅二樓 BRB 變形

量有微量增加（圖 13(b)）。反覆載重試驗結果

顯示，BRB 於第一部份加載的遲滯迴圈相當

飽滿（圖 14(a)），正負軸力也很對稱；但第二

部份的加載過程中發現，在 IDR 為-2.2%時，

BRB 端部應變計讀值有跳動現象，加載至

-2.75% IDR 時，應變計讀值出現明顯異常。隨

後在 3.5% IDR 的加載過程中，兩組 BRB 端部

應變計數值出現嚴重偏移現象，但側向油壓作

動器之荷重計讀值仍顯示試體反應正常，故圖

14(b)僅顯示加載至 IDR=2.75%之 BRB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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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量測 BRB 軸向變形之位移計架設圖 

表 3 BRB 試驗與理論軸向彈性勁度 

BRB 
Kj,exp 

(kN/mm) 
Kj 

(kN/mm) 
(Kj,exp-Kj)/Kj,exp 

Keff,exp 
(kN/mm) 

Q γ 

1F 162 163 -0.38% 155 1.44 1.93 
2F 109 106 2.73% 95 1.34 1.08 

    

     

(a) 50/50 等級地震                   (b) 10/50 等級地震 

圖 12 試驗與模擬分析所得 BRB 受力變形關係圖 



 

 
(a) 第

(a) 

圖

第一次 2/50
圖 13 試

倒三角形側

圖 14 反覆載

等級地震

試驗與模擬分

側力      

載重試驗與模

    

     
        
分析所得 BR

    

    
         

模擬分析所

    (b) 第
RB 受力變形

     (b) 

得 BRB 受力

結構工程  第

第二次 2/50 等

形關係圖 

等層間側位

力變形關係

第三十一卷  第二

等級地震 

位移角 

係圖 

二期 127   

 

 

 

 



128 結構工程  第三十一卷  第二期 

 

BRB 占樓層剪力之比例 

由試驗所得之 BRB 水平力與 BRB-RCF

樓層剪力反應關係，並根據線性回歸可知 BRB

對於樓層剪力的貢獻程度（表 4）。由於一樓

RC 構架無明顯開裂，一樓 BRB 於等級 50/50

地震作用時所占剪力比例約為 52%，而隨地震

增強，RC 構架明顯開裂後，BRB 所占剪力比

例開始慢慢上升約為 60%；在進行反覆載重試

驗時，因 BRB 有明顯之非線性行為，剪力比

例下降至 56%，一樓 BRB 所占剪力比未達預

期目標 70%。二樓 BRB 於等級 50/50 與 10/50

地震作用時所占剪力比例約為 71%，至 2/50

等級地震 BRB 已發生明顯非線性行為，因此

所占剪力比例開始下降。利用前述 BRB 受力

變形關係試驗值所得之一樓及二樓 BRB 等效

勁度因子 Q 分別為 1.56 及 1.34，依此調整校

正 PISA3D 模型後，分析所得於不同試驗階段

之剪力比值如表 4 所列，與試驗所得之比值相

近。此外，利用該 BRB 等效勁度因子試驗值

重新設定 ETABS 模型，並將模型 RC 構件設

定不同之撓曲剛度折減係數與剛域位置，所造

成不同之剪力比如表 5 所示。分析結果顯示，

梁柱構件採 0.7 倍之構件撓曲剛度並考慮梁柱

剛域時，可得較接近之剪力比例。

表 4 BRB 水平剪力與樓層剪力比值 

Test 
1F BRB to story shear ratio (%) 2F BRB to story shear ratio (%) 

Test PISA3D Test PISA3D 
Hybrid test 1 (50/50) 52 62 71 64 
Hybrid test 2 (10/50) 60 64 71 63 
Hybrid test 3 (2/50-1) 60 62 69 58 
Hybrid test 4 (2/50-2) 60 61 70 60 

Cyclic test 56 - 62 - 

 

表 5 ETABS 模型 BRB 水平剪力與樓層剪力比值 

Rigid end zone 
Flexural stiffness modification factor BRB to story shear ratio (%) 

Beam Column 1F 2F 

Type A 
0.5 0.7 72 79 
0.7 0.7 71 74 
0.5 1.0 67 77 

Type B 
0.5 0.7 71 77 
0.7 0.7 69 71 
0.5 1.0 67 75 

Note: Type A: rigid end zones were specified only at beam-column joints with steel embedments; Type B: 

rigid end zones were specified at all beam-column joints. 

BRB 累積塑性變形量 

BRB 透過核心消能段的塑性變形來消散

能量，CPD 值可視為 BRB 之抗疲勞壽命指標

[3,4,6]，一般 CPD 值的計算方式為反覆受載過

程所累計之變形量扣除彈性部份之變形量，再

將所得之非線性變形量除以 BRB 降伏變形量

而得[6]。然而，在地震歷時作用下使用此方法

計算並不方便，故本研究採用正規化 BRB 所

吸收的能量方式求得 CPD 值： 

d

y y

E
CPD

P u
                      (1) 

其中，Py 及 uy 分別為 BRB 軸向降伏強度及變

形量，Ed 為累積消散之能量。各階段試驗計算

所得之 CPD 值如表 6 所示，在 50/50 等級地震

下 BRB 並沒有發生塑性變形，在 10/50 地震

作用下 BRB 所得之 CPD 並不大；至四次擬動

態試驗結束時，二樓 BRB 累計之 CPD 值接近

200，一樓 BRB 累計之 CPD 約為二樓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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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二部份反覆載重試驗在 3.5% IDR 加載

過程中，BRB 應變計數值已嚴重異常，故 CPD

僅計算至完成 2.75% IDR 之加載。AISC 341-10

規範要求 BRB 於單軸構件試驗之 CPD 值必須

大於 200 才符合品質標準，而本試驗至完成

2.75% IDR 之加載時，總累計之 CPD 值皆已

超過 475 以上且尚未發生任何破壞，代表本試

驗所採用之 BRB 抗疲勞壽命很高。 

表 6 各階段試驗 BRB 累計之 CPD 值 

Test 
1F BRB 2F BRB 

CPD Total CPD CPD Total CPD 
Hybrid test 1 (50/50) 0 0 0 0 
Hybrid test 2 (10/50) 14 14 28 28 
Hybrid test 3 (2/50-1) 20 34 79 107 
Hybrid test 4 (2/50-2) 19 53 83 190 

Cyclic test 422 475 490 680 
Note: CPD capacity gained in the cyclic test was calculated up to drift level of 2.75% radian.

BRB 與構架之能量消散 

整體構架所消散之能量可由樓層剪力與

樓層相對位移關係積分求得，BRB 消散之能

量亦可由 BRB 軸力與軸向變形關係積分求得，

各階段試驗 BRB 與構架之累積能量消散情形

如圖 15 所示，能量消散之比例為各階段試驗

結束時，BRB 累積消散能量除以構架整體消

散能量。三次擬動態試驗結束時，二樓 BRB

消散能量比例皆超過 90%，一樓 BRB 則大約

介於 60%至 73%之間。由於反覆載重試驗加載

至 3.5% IDR 時 BRB 應變計讀值異常，故能量

消散比例僅計算至完成 2.75% IDR 的加載，此

時兩層樓 BRB 之總能量消散比例約為 70%。

試驗結果顯示，BRB 能有效地消散大部份的

地震能量。 

 

 
圖 15 BRB 與構架累積能量消散比較圖 

4.3 BRB 軸力與梁柱開合效應 

在接合板與梁柱介面上，BRB 軸力引致

的正向力與梁柱開合效應引致的正向力互為

反向，但 BRB 軸力引致的剪力與梁柱開合效

應引致之剪力為同向；因此梁柱開合效應會降

低接合板與梁柱介面之正向力，但會增加剪力

需求。過去研究顯示[7]，BRB 軸力於接合板

與梁柱介面所引致之正向力與剪力可由均力

法求得並假設為均勻分佈，而梁柱開合效應引

致之正向力與剪力可假設為零力於梁柱角落

之三角形分佈（圖 16）；拉應力與剪應力即可

透過接合板之長度 Lh 與高度 Lv 求得。延續第

一篇所介紹的接合板與梁柱介面受力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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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BRB 軸力於接合板介面引致之正向應力

與剪應力可表示如下： 

, ( ) , 0ub
BRB b h

h g

V
x x L

L t
    ; 

, ( ) , 0ub
BRB b h

h g

H
x x L

L t
                    (2) 

, ( ) , 0uc
BRB c v

v g

H
y y L

L t
    ; 

, ( ) , 0uc
BRB c v

v g

V
y y L

L t
   

    

             (3) 

其中，σBRB,b 與 σBRB,c 分別為 BRB 軸力在接合

板與梁或柱介面引致之正向應力， τBRB,b 與

τBRB,c 分別為 BRB 軸力在接合板與梁或柱介面

引致之剪應力，x 及 y 之零點在梁柱角落。梁

柱開合效應於接合板介面引致之正向應力與

剪應力則表示如下： 

 
, 2

2
( ) , 0FA

FA b h
h g

V
x x x L

L t
    ;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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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中，σFA,b 與 σFA,c 分別為梁柱開合效應在接合

板與梁或柱介面引致之正向應力，τFA,b 與 τFA,c

分別為梁柱開合效應在接合板與梁或柱介面

引致之剪應力。由上述算式將均力法求得之

BRB 軸力效應與梁柱開合效應造成之應力疊

加可得合應力[7]： 

, , 2

2
( ) , 0ub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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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L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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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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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L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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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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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y y y L

L t L t
         (9) 

其中，σb 與 σc 分別為合效應在接合板與梁或柱

介面引致之正向應力，τb 與 τc 分別為合效應在

接合板與梁或柱介面引致之剪應力。本試驗於

各接合板之梁及柱介面緣分別貼設 5 及 3 個三

軸應變計，以求取沿介面之應力分佈。由於試

體在經歷多次地震後，接合板上之應變值顯示

並未完全保持彈性，因此僅根據 50/50 與 10/50

等級地震下最大頂層正及負位移之受力反應

進行比較。計算均力法所需之 BRB 軸力利用

BRB 端部應變計平均讀值求得，另使用

PISA3D 模型模擬分析中對應之梁剪力計算梁

柱開合效應力，由式(2)至式(9)即可求得接合

板應力分佈理論值。接合板介面應力分佈理論

與試驗值比較如圖 17 至圖 20 所示，但由於部

份三軸應變計損毀，因此圖中略去損毀應變計

所對應之應力計算。試驗結果顯示，接合板與

柱介面在正向應力分佈趨勢多能準確預測，但

剪應力則是在靠近梁柱角落處有低估情形。接

合板與梁介面之剪應力大都能準確預測，拉應

力則是在 BRB 中心軸線通過之應變計讀值跳

動較為明顯（接合板自由端數來第二與第三個

量測點），應是由於接合板貼附應變計之另一

面有 BRB 端部接合單元與銲道，此處應力分

佈並不均勻，因此應變計讀值跳動屬合理。此

外，在 10/50 等級地震下之最大頂樓負位移時，

一樓上端接合板與梁介面之正向應力及剪應

力皆與計算結果有甚大差異（圖 17），應變計

所計算求得之彈性最大 von Mises 應力更是超

過 300MPa，推測接合板局部已將進入塑性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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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正向應力                         (b) 剪應力 

圖 16 均力法與梁柱開合效應應力分佈疊加示意圖 

 

圖 17 一樓上端接合板試驗與計算所得之應力分佈比較圖 

 

圖 18 二樓下端接合板試驗與計算所得之應力分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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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一樓下端接合板試驗與計算所得之應力分佈比較圖 

 

圖 20 二樓上端接合板試驗與計算所得之應力分佈比較圖 

4.4 接合板挫屈 

反覆載重試驗至 IDR 達+4.5%時，一樓上

端接合板發生挫屈，導致 BRB 圍束鋼管

（DCR=0.95）亦發生面外撓曲挫屈。本試驗

試體接合板自由端未配置加勁板，在設計時根

據 Whitmore [8]與 Thornton [9]提出之方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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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接合板挫屈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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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g及 Fy,g為接合板厚度及標稱降伏應力，

有效長度 Lr 取 L1、L2 及 L3 三條臨界長度之平

均值，Be 為有效斷面寬度（圖 21）。有效長度

因子 Kcr 依照 Thornton 之建議採 0.65，可得一

樓 BRB 接合板挫屈之 DCR 為 0.97（表 7），

但因接合板自由端未加勁可能導致接合板於

BRB 端有側移，故本試體接合板挫屈結果顯

示，有效長度因子 Kcr 並不適合採用兩端固接

且無側移情況之 0.65。過去研究曾見之類似情

形建議，設計時改採有效長度因子 Kcr 為 2.0

應較為保守且恰當[10]。試驗結果顯示，一樓

與二樓 BRB 分別於 IDR 達+4.5%及-4.5%時，

核心壓應變皆已超過 3%，代表 BRB 已達最大

壓力強度 PC,max。若改採有效長度因子 Kcr=2.0，

接合板降伏強度採材料試驗結果 405MPa，且

不考慮強度折減係數（ϕ=1.0），計算所得之一

樓及二樓接合板挫屈 DCR 分別為 1.05 及 0.94

（表 7），因此可充分說明一樓 BRB 上端接合

板確實會發生挫屈。經由上述討論可知，雖然

一樓 IDR 到 4.5%時 BRB 上端接合板才發生挫

屈破壞，但在接合板自由端無配置加勁板之情

況下，除非有更多試驗或分析研究結果可供參

考，本研究建議接合板抗挫屈破壞之有效長度

因子 Kcr 應取 2.0 設計才為保守。 

 
圖 21 接合板挫屈強度之有效長度與寬度示意圖 

 

表 7 接合板挫屈強度檢核 

Gusset Lr (mm) rcr (mm) Be (mm) Kcr λc Fcr (MPa) DCR 

2F Upper and Lower 177 5.2 225 
0.65 0.32 388 0.67 

2.00 0.97 272 0.96 

1F Upper and Lower 171 5.2 302 
0.65 0.31 389 0.76 

2.00 0.94 27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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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預埋鐵件受力反應 

反覆載重試驗過程中，因前幾次迴圈的加

載與擬動態試驗造成之 IDR 相差不大，故鐵件

應變計讀值僅取 IDR 達 2.2%與 2.75%探討（圖

22）；但一樓柱端鐵件（NC1）應變計於此階

段已經毀壞，在圖上略去。基礎鐵件（FB）在

BRB 受拉時連接單元為拉應變，且讀值明顯

較 BRB 受壓時大，在靠近鐵件中間處之應變

又略比邊緣處應變大，這亦可從接合板與基礎

介面拉應力分佈看出趨勢。中間梁鐵件（MB）

為一樓與二樓 BRB 之連接介面，不論是在 IDR

為正或負時都會有一 BRB 受拉，因此鐵件連

接單元拉應力於正負雙向都很顯著。頂梁鐵件

（TB）連接單元在 BRB 受拉時明顯為拉應變，

顯示 BRB 軸力效應造成之介面拉應力超過梁

柱開合效應之貢獻；但北側柱頂鐵件（NC2）

連接單元卻在 BRB 受壓時有較大之拉應變，

顯示梁柱開合效應造成之介面拉應力較大。由

鐵件連接單元測得之整體反應證實，其受力反

應與接合板接合介面正向應力分佈有很大關

聯，但所得之最大拉應變皆未超過降伏應變，

顯示鐵件連接單元依然能保持彈性來傳遞外

力。 

 

 

(a) 一樓下端接合板     (b) 二樓下端接合板          (c) 二樓上端接合板 

圖 22 預埋鐵件連接單元應變計讀值 

 

4.6 RC 構件不連續區域受力反應 

本試驗於中間梁及頂梁鐵件處裝設位移

計（圖 23），以量測 RC 構件 D-region 之剪力

變形，靠反力牆側（南端）分別稱為 1FSD 及

2FSD，遠離反力牆側則分別稱為 1FND 及

2FND。如圖 23 所示，靠近梁柱接頭之 1FSD

與 2FND（鐵件內）皆較遠離梁柱接頭之 1FND

與 2FSD（鐵件外）剪應變反應小，原因為試

驗進行至反覆載重試驗時，鐵件外部因混凝土

保護層厚度不足，開始發生混凝土剝落，造成

固定位移計之埋置螺栓鬆動而使讀值變大。中

間梁鐵件內 1FSD 剪力變形量明顯較頂梁鐵件

內 2FND 大，證實中間梁 D-region 因需傳遞上

下樓層 BRB 軸力，其剪力需求確實明顯高於

頂梁 D-region。此外，試體於 IDR 達 3.5%時

各組 BRB 核心應變已接近 2.5%，證實 BRB

軸力已達最大拉力或壓力，但所有 RC 構件

D-region 皆無發生剪力破壞，與設計目標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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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試體 RC 梁 D-region 剪力變形反應 

 

五、結論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試驗與模擬分析結果可歸納

出下列結論： 

1. 在 50/50 等級地震作用下，二樓最大 IDR

為 0.23%，整體構架仍保持彈性；於 10/50

等級地震作用下，BRB 與梁端皆降伏，最

大 IDR 發生在二樓為 1.0%。在首次 2/50

等級地震中，試體最大 IDR 發生在二樓為

2.5%，此時構架反應依然穩定，殘餘之 IDR

為 0.47%；以同樣的 2/50 級地震再進行測

試，試體之勁度與強度反應與首次 2/50 級

作用之反應差異很小，顯示設計適當之

BRB-RCF 滿足性能導向耐震設計目標，且

在經歷烈震後仍能保持良好性能。 

2. 本研究所提之設計與檢核方法，能確保

BRB 降伏、梁柱構件塑鉸位置及發生順序

與設計目標相同。 

3. 預埋鐵件於試驗過程中未發生任何破壞，

證實所提之鐵件設計與檢核方式能確保

BRB 與 RC 構件之抗震性能。預埋鐵件連

接單元於試驗過程中皆未發生降伏，且主

要承受拉力，與預測相符合。 

4. BRB接合板與 RC梁或柱接合介面之拉應力

與剪應力，可由均力法及梁柱開合效應疊

加計算。除了鄰近 BRB 端部與接合板銲接

處之應變計讀值異常外，簡算所得與試驗

反應結果還算相符，但值得更進一步研

究。 

5. 中間梁 D-region 承受上下雙層 BRB 之剪力，

而頂梁 D-region 只有二樓 BRB 造成之剪力，

因此中間梁 D-region之剪力需求大於頂梁。

試驗結果證實，中間梁 D-region 之剪力變

形約為頂梁的兩倍，與預期相符。試驗結

果亦證實，本研究所採 RC 構件 D-region

之 3 種設計檢核方法能避免破壞。 

6. 在 50/50 級地震作用下，一樓與二樓 BRB

提供之最大水平剪力分別占整體構架水平

剪力之 52%與 71%；至 10/50 與 2/50 級地

震時，一樓與二樓 BRB 之最大水平剪力分

別占整體構架水平剪力之 60%與 70%。試

驗結果證實 BRB 能提供整體構架良好的側

向勁度與強度。此外，ETABS 模型中，RC

構件撓曲剛度折減係數採 0.7 可得接近之

剪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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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覆載重試驗至完成 2.75% IDR 的加載時，

一樓與二樓 BRB總累計之 CPD值已分別超

過 475 及 680，均超過 AISC 規範所要求之

200。至完成 3.5% IDR 的施載時，整體構

架側向強度仍未下降，且維持穩定的遲滯

消能行為。 

8. 於 10/50 與 2/50 級地震作用下，二樓 BRB

之能量消散比例可超過 90%，一樓 BRB 之

能量消散比例則約為 60%至 73%。反覆載

重試驗 IDR 至 2.75%時雙層 BRB 之能量消

散比例皆為 70%，證實 BRB 能有效消散大

部份的地震能量。 

9. 反覆載重試驗進行至 4.5% IDR 時，一樓上

端接合板發生挫屈，導致一樓 BRB 圍束鋼

管亦發生整體撓曲挫屈。當有效長度因子

Kcr 採 2.0 計算時，一樓上端接合板挫屈之

DCR 將達 1.05，且一樓 BRB 圍束鋼管之設

計 DCR 也高達 0.95，故接合板挫屈後牽動

BRB 圍束鋼管發生整體撓曲挫屈，試驗與

此分析結果相符。若欲提高接合板之穩定

性，可於接合板自由端配置加勁板。 

10.本研究利用試驗反應校正 PISA3D 分析模型，

根據自由震盪試驗結果調整系統阻尼比至

3%，且僅考慮 BRB 接合處半倍柱寬之梁端

剛域，亦模擬試體所承受之 589kN 梁軸力。

分析結果顯示，PISA3D 模型可準確地模擬試

體四次擬動態與反覆載重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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