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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F BRIDG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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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989 Loma Prieta earthquake,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control on the actual serviceability, 

repar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infrastructures under an given level of earthquake and thereby to gain the 
biggest economic benefits, researcher in United State developed the Performance-Base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Methodology for 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f structure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many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China, New Zealand, Australia, Spain and Canada, has also successively 
applied the concept of the performance-based methodology on the related design manual and code of 
structures. In Taiwan, to promote the technique in bridge engineering to an international level, Taiwan Area 
National Expressway Engineering Bureau recently invit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al engineers 
to draft a performance-based specification for seismic design of highway bridges. Based on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ology proposed in this draf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formance-based seismic evaluation procedure for the existing bridges and retrofitted 
bridges, which includes definitions of the nonlinear properties of membe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ic 
pushover curve and the process of seismic evalu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procedure, a case study was also given. The analysis of seismic evaluation and retrofit of a model bridge 
was performed using SAP2000 and SERCB for Bridge. The seismic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bridge 
and each local member were all investigated and discuss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paper can be a good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engineers and help the engineers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seismic evaluation 
method correctly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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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性能為基準之橋梁耐震性能評估與補強

宋裕祺 1,*　洪曉慧 2　賴明俊 2　林冠禎 1　邱毅宗 1　呂政勳 1

摘　要

自 1989 年 Loma Prieta 地震後，為兼顧基礎設施的使用機能、可修復性、安全性與經濟性，從既有基礎

設施評估補強到新建設施設計，美國開始引進耐震性能設計法，同時也帶動其他國家積極的跟進，如日本、

中國大陸、紐西蘭、澳洲、西班牙、加拿大等，皆已將耐震性能設計之精神與內涵納為編訂新世紀技術規範之

基本架構。為此，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也積極召集國內相關學術單位與顧問團隊進行適用於國內公

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之研究，以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技術達國際水準，此研究成果亦於 2013 年完成規範

草案之覆審，因此，本文將以此規範草案所規定的地震性能等級及相關耐震性能檢核方法為基礎，探究既有

橋梁之耐震能力評估之方法，包含橋柱構件之非線性行為研究、靜態側推分析耐震性能曲線之建立方法及既

有橋梁耐震性能檢核方式等。最後，本文亦以一既有鋼筋混凝土橋梁為案例，透過 SAP2000 及 SERCB for 
Bridge 進行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之分析，並從探討其整體橋梁與局部構件之檢核方法與結果，希翼本文之成

果，可供工程師未來在進行橋梁耐震性能評估之參考。

關鍵詞：耐震能力評估、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塑性鉸。

一、前　言

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受歐亞大陸板塊與

菲律賓板塊碰撞擠壓影響，臺灣每年發生地震的次

數平均不下一萬次，島上結構物隨時有遭受地震襲

擊的可能。如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臺灣地區發生了

規模 7.3 的南投縣集集大地震，造成許多橋梁發生

落橋、橋柱剪力破壞、撓曲破壞、撓剪破壞，接合錨

碇處破壞、大梁位移、橋墩傾斜或斷裂等。為此，近

十幾年國內產、官、學界無不積極參與耐震評估與

補強相關議題之研究，包含耐震設計修訂、相關初

步評估與詳細評估法及補強工法研究與實驗，以期

確保臺灣老舊橋梁之安全性。

交通部公路總局於民國 98 年 3 年委託相關單

位完成「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程可行性

研究」[1]，研究成果指出，目前臺灣地區省道路上

橋梁總數達數千多座，其中橋齡分布由新建至最高

者達八十幾年，隨橋梁老舊不同，採用之耐震設計

規範不同，或隨橋梁服務後受環境影響而造成之劣

化現象，均可能使部分橋梁無法承受未來可能之地

震荷載，而發生失效破壞之情形。因此建議公路橋

梁重新檢核及評估國內公路新舊橋梁之耐震能力，

透過初步評估進行全面性檢核，對於安全有疑慮之

橋梁則進一步進行詳細耐震能力評估，以評估橋梁

是否需進行耐震補強。

另外，為提供國內設計、施工及監造等單位在

進行橋梁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相關工程時，有共同

之參考依據與標準，交通部公路總局於民國 97 年

委託相關單位進行「公路橋梁耐震評估及補強準則

之研究」[2]，並於 98 年 12 月公布此準則。準則內容 
中，說明規則橋梁及不規則橋梁之線性靜力、動力及

非線靜力及動力分析方法與其對應之耐震性能等級。

另外，亦針對結構系統補強、柱構件補強及基礎補

強等方法之設計與施工要點作原則性的說明。

近年來結構耐震設計的發展已朝向以結構性

能為導向的設計理念，相關理論與技術發展亦日益

成熟，目前除了美國、日本皆已採用性能設計精神



Journal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Vol. 25, No. 2        39

與內涵做為其訂定相關技術規範之基本架構外，其

他如中國大陸、紐西蘭、澳洲、西班牙、加拿大等國

家亦積極跟進。然而，此發展趨也受到國內相關部

會的重視，在 2008 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推出

「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並責成交通部於 98 年

10 月 14 日召集各部屬機關開會研商推動「性能規

範及混凝土規範整合之分工及作法」會議，要求由

國工局負責盡速辦理「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規範」之

研擬。故於 100 年及 101 年委託財團法人國家實驗

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及財團法人中興工程

顧問社進行「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委託研究

案」[3]，期能藉此提升國內橋梁工程技術達國際水

準。此研究案架構主要分三大區塊，分別為設計要

求與地震資料、第一階段設計及第二階段耐震性能

評估與檢核。第一階段設計主要是參考現行版本之

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精神修改而成；第二階段是則

是採用 98 年之「公路橋梁耐震評估及補強準則」中

的耐震能力評估方法，來檢核初步設計橋梁在不同

地震等級下所處的性能狀態，除須檢核整體橋梁是

否符合對應的性能標準外，個別構材亦須進行位移

容量之檢核。為此，本文將提出符合「公路橋梁耐震

性能設計規範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之既有橋梁

耐震能力評估方法，將逐一介紹橋梁構件之非線性

行為分析、耐震性能曲線之建立方式及符合草案之

橋梁耐震性能力檢核方法，最後，將以一實際橋梁 

為例，藉由 SAP2000 及 SERCB for Bridge 等分析

軟體，探討整體橋梁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分析方 
法，以作為工程師設計檢核之參考。

二、橋梁構件非線性行為分析

2.1　鋼筋混凝土構件非線性行為分析
鋼筋混凝土構件非線性行為分析方法主要可參

考宋裕祺等所提出之橋柱構件塑性鉸分析法進行

分析 [4]，其分析方法可分成撓曲分析、剪力分析及

破壞模式建立三大部分，如圖 1 所示。

在 撓曲分析 部分，以切片法（strip element 
method）結合力學三大原則─力平衡、應力應變

關係及變形諧和，進行柱斷面分析，以求得柱構件

之彎矩─曲率之關係，再由建立之彎矩─曲率關 
係，利用曲率面積法求得柱構材頂部變位，最後再

將變位除上柱高即可柱構件之彎矩─轉角關係，如

圖 1 之 1 所示。

剪力部分則參考國內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進

行混凝土剪力強度及鋼筋剪力強度進行計算，惟在

考量混凝土剪力強度折減因子時有作些微修正，建

構之剪力—轉角關係，然而，為綜合討論柱的撓曲行

為與剪力行為，宋裕祺等人將前述柱剪力強度—轉

角的關係依彈性、塑性與極限等不同階段轉換為彎

圖1　柱構件非線性行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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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轉角的關係如圖 1 之 2 所示。最後，再依據上

述所得之撓曲行為與剪力行為進行疊合，以判斷柱

構件之破壞模式，如圖 1 之 3 所示，分別有撓曲破 
壞、撓剪破壞及剪力破壞三種模式。

2.2　鋼構件非線性行為分析

2.2.1　鋼構材之彎矩曲率關係
依道路橋示方書耐震設計篇第11.4節之建議 [5]，

鋼構材可分無填充混凝土及填充混凝土兩種情況分

別建立之彎矩曲率關係，以下就兩種情況論述。

（一）無填充混凝土

根據道路橋示方書所建議的計算方式，對於無

填充混凝土之鋼橋墩斷面，取圖 2 所示之控制點加

以計算。圖中，YC 點表示壓力側鋼板先到達降伏應

變狀態，當隨斷面彎矩增加，拉力側鋼板將接續到

達降伏狀態，而此狀態定義為 YT 點，此狀態下，壓

力側鋼板因有部分區域已超過降伏應變，因此應力

分布已進入非線性狀態。若斷面彎矩持續增加，壓

力側鋼板材料應變值達鋼材極限壓應變之上限值

εa，此時斷面已無法再承受額外彎矩，故定義此為

斷面之極限彎矩強度，以 A 點表示。

上述 YC 點、YT 點及 A 點之應變控制狀態確

定後，可利用切片法迭代程序，計算符合上述點位

狀態之彎矩與曲率，計算方法如下 [3]。
首先假設一個應變分布，並根據應力應變關係

計算對應之應力，並由斷面合力平衡條件計算是否

符合下式：

 N = C + T (1)

其中，壓力 C 及拉力 T 以各切片對應之壓力加

總計算：

 ，  (2)

由於假設之應變分布不一定會使上述合力平衡

條件成立，因此可根據不平衡力之調整參數，修正

另一側尚未確定之應變值，如下式所示：

 εx2 = αεx1 (3)

其中，α 修正係數如下：

使用於 YC 點及 A 點計算

使用於於 YT 點計算

當斷面合力平衡條件成立後，則斷面應力之分

布亦隨之確定，再根據各切片對斷面形心計算彎矩

如下：

  (4)

斷面曲率則以應變分布與斷面尺寸計算如下：

  (5)

因此，由上述步驟即可依據計算出圖 2 所示之

三個控制點，以建立斷面非線性彎矩─曲率關係圖。

（二）具填充混凝土

對於具填充混凝土之鋼橋墩斷面，取圖 3 所示

之控制點加以計算即可。圖中之 Y 點為鋼板材料拉

力側先到達降伏之點，當斷面彎矩持續增加，壓力

側鋼板材料應變值達鋼材極限壓應變之上限值 εa，

此時斷面已無法再承受額外彎矩，故定義此為斷面

之極限彎矩強度，以 A 點表示。

上述 Y 點及 A 點之應變控制狀態確定後，可

利用切片法迭代程序，計算符合上述點位狀態之彎

矩與曲率，計算方法如下。

圖3　具填充混凝土鋼橋墩斷面彎矩曲率關係圖2　無填充混凝土鋼橋墩斷面彎矩曲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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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假設一個應變分布，並根據應力應變關係

計算對應之應力，並由斷面合力軸力平衡條件，需

滿足下式：

 N = C + T + Cc (6)

其中

  (7)

軸力合力平衡之修正條件則可採用下式設定：

 εx2 = αεx1 (8)

其中，α 修正係數如下：

 使用於 Y 點計算 

 使用於於 A 點計算

當斷面合力平衡條件成立後，則斷面應力之分

布亦隨之確定，再根據各切片對斷面形心計算彎矩

如下：

  (9)

斷面曲率則以應變分布與斷面尺寸計算如下：

  (10)

因此，由上述步驟即可依據計算出圖 3 所示之

兩個控制點，建立出斷面非線性之彎矩─曲率關係

曲線 [3]。

2.2.2　鋼構材之剪力強度
當橋墩高度低矮時，鋼橋墩斷面剪力可能會先使 

橋墩進入降伏狀態，而鋼板之剪力降伏，尚無可靠證

據顯示具有降伏後之強度與勁度，因此本規範僅考

慮鋼板之降伏剪力強度作為整體鋼橋墩斷面極限剪

力強度。考慮無填充混凝土之鋼橋墩，剪力強度為：

  (11)

其中，As 為鋼橋墩斷面積，σ y 為鋼板拉力降伏強度。

若考慮柱內填充混凝土之剪力強度，則將混凝

土之剪力強度貢獻納入，然而，混凝土剪力強度受

軸力作用與斷面韌性之發揮有關，本文不考慮軸力

影響因素，僅考慮與韌性有關之強度折減因子，因

此具填充混凝土鋼橋墩之剪力強度為：

 Vn + Vs = Vc (12)

其中，Vs 為鋼板提供之剪力強度，Vc 與無填充者相 
同，以下式計算：

 ，Ae = 0.8Ag (13)

 ， ，

                 (14)

F 為軸力修正因子，本文於鋼橋墩情況不予考慮，

即 F = 0。
進一步將柱高 ( 取反曲點高度 H0) 乘上剪力強

度 Vn，可得到對應之剪力塑鉸：

 Mvy = Vn × H0 (15)

2.2.3　鋼橋柱各構件破壞模式之設定
依據前節所計算之彎矩—曲率曲線與剪力曲線

套疊，分別對於無填充混凝土斷面及具填充混凝土

斷面，可能各有曲線交疊情況，並分別依圖 4 與圖 5
所示之結果，選取最後之鋼橋墩斷面塑鉸行為彎矩

─曲率關係 [3]，以供後續側推分析使用。其套疊情

況說明如下：

(1) 無填充混凝土：當 Mvy > Ma 時，取圖 4(a) 中之

A-B-C-D-E；當 Myt < Mvy < Ma，取圖 4(b) 中之

A-B-C-D-E；當 Myc < Mvy < Myt，取圖 4(c) 中之

A-B-C-D-E；當 Mvy < Myc，取圖 4(d) 中之A-B-
C-D-E。

(2) 具填充混凝土：當 Mvy < Ma，取圖 5(a) 之A-B-C-
D-E；當 My < Mvy < Ma，取圖 5(b) 之A-B-C-D-E；
當 Mvy < My，取圖 5(c) 之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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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靜態側推分析耐震性能曲線之建立

3.1　容量曲線之降伏點計算

在求結構耐震性能曲線時，必需先以靜態側推

分析求得容量曲線，並求得該容量曲線之降伏點後

進行雙線性化，以利後續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

之計算，以下將說明以等能量原則求取降伏點之計

算方法。

步驟一： 假設初始勁度 K1 及後降伏勁度 K2 及其

交點 P1 如圖 6(a) 所示，同時計算容量曲線

下所包圍之面積 A1。
步驟二： 以 K1 與容量曲線之交點為原點沿順時針

方向增量，每增量一次即計算增量後 K1 與

K2 所圍成之面積 A2，比對A2及A1之面積，

如果 A2A1 則計算此狀態之 K 值為 K3，K3
與 K2 之交點 P2，如果 A2A1則重覆步驟二，

直到 A2A1（如圖 6(b)）。

(a) (b)

(c) (d)

圖4　無填充混凝土鋼橋墩塑鉸之訂定

(a) (b) (c)

圖5　填充混凝土鋼橋墩塑鉸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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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以 K2 與 容 量 曲 線 之 交 點 為 原

點， 沿 逆 時 針 方 向 增 量， 每 增 量

一 次 即 計 算 增 量 後 K2 與 K1
（原始 K1）所圍成之面積 A3，比對 A3 及

A1 之面積，如果 A3A1 則計算此 K 值與

K1 之交點 P3，如果 A3A1 則重覆步驟三，

直到 A3A1（如圖 6(c)）。
步驟四： 最後，求出通過原始 K1 及 K2 交點之 P2

與 P3 兩點連線之中垂線，此中垂線與 P1
及 P2 之交點即定為降伏點，如圖 6(d) 所示。

3.2　結構系統地震力折減係數法（R-u-T）
以側推分析所得之容量曲線求得該容量曲線之

降伏點，根據各階段之塑性位移 δ i 與 δy 降伏位移

依式 (18) 計算結構物各階段下之韌性 Ri，將側推分

析所得之韌性 Ri 代入式 (16)，即可求得橋梁振動單

元在所考慮方向基本振動週期對應之結構系統地

震力折減係數 Fu [3]。依據不同等級地震之計算方

式如下。

等級 I：

 Fu,I = 1  (16-1)

等級 II：

 

 (16-2)

等級 III：

 (16-3)

(a) (b)

(c) (d)

圖6　容量曲線降伏點及雙線性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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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7)

  (18)

α = 結構系統降伏勁度比。將容量曲線雙線性

化後，以後降伏勁度 (Ks) 除以初始勁度 (Ke) 即可求

得 α，其雙線性化曲線如圖 6(d) 所示。將式 (16) 求
得之地震力折減係數，根據基本振動週期於短週期

或中長週期，依草案之解說表 C5-2 與表 C5-3 計算

出有效最大加速度 (EPA)，並建立耐震性能曲線圖

（EPA-Sd 關係圖）。

四、既有橋梁耐震性能檢核

4.1　橋梁耐震性能之定義
根據草案 1.2 節定義耐震性能設計基本原則系

探討地震需求等級與結構容量關係，並透過適當方

法進行分析與設計，使橋梁結構分別在等級 I 地震

（中度地震）、等級 II 地震（475 年回歸期地震）與

等級 III 地震（2,500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維持其

應有之性能，其中所指之性能仍是依據橋梁之安全

性、使用性與修復性定義之。草案中表 2-2 及 2-3 中

亦將地震需求等級所對應之性能等級之安全性、使

用性及修復性作簡要的描述，表中可知，安全性強

調結構體耐震能力，在地震作用下必須能保持不產

生落橋與橋柱崩塌；使用性強調地震後橋梁能繼續

保有交通運輸與救災服務的功能；修復性強調在不

需大規模拆除重建的原則下，選用合適的補強修復

工法恢復橋梁原有功能，亦隱含經濟性考量 [3]。

如橋梁消能機制以橋墩產生塑性鉸為主時，其

耐震性能要求為：

(1) 等級 I 地震：橋梁結構須保持彈性，重要橋梁震

後不需修復，一般橋梁僅需作簡易修復，且可保

有震前之交通機能。

(2) 等級 II 地震：橋梁結構容許產生可修復之塑性

變形，但須防止落橋。

(3) 等級 III 地震：橋梁須防止落橋與避免橋柱崩塌。

4.2　既有橋梁耐震性能檢核方法
根據草案 2.4 節耐震性能檢核規定 [3]，橋梁

耐震性能以變形為主要檢核項目，以確保橋梁整體

結構及局部構材在各種等級地震作用下所引致之

變形需求，小於限定之變形量。若分析採用靜力側

推分析，須分別檢核整體結構之韌性需求與各構材

之韌性需求需合乎各等級地震之檢核規定。以下分

別就各等級地震之檢核進行說明。

4.2.1　整體橋梁結構檢核
在進行整體梁結構檢核時，需先針對橋梁結

構進行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後，求得橋梁容量震譜 
(Sa-Sd) 與耐震性能曲線 (EPA-Sd)，如圖 7 所示。在

檢核等級 I 地震時， 先從圖 7(a) 求得 EPA = 0.4SI,S

時所對應之譜位移需求 Δ I，在檢核圖 7(b) 中性能

狀態 A 所對應之譜位移容量 ΔA 是否大於 Δ I。同

理，依此方法檢核等級地震 II 及 III 作用時之結構

是否符合規範規定。其中，各性能狀態之譜位移需

求可由草案 5.2 節及表 2-4、表 2-5，根據不同震區

及橋梁重要性求得。

4.2.2　局部構件檢核
橋墩或基樁單一構材之位移韌性需求 μ II 及

μ III 依式 (18) 計算，且應滿足草案表 2-6 規定。其中

圖7　橋梁性能檢核示意圖（一般橋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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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級 III 的地震考量下，需進一步檢核其相對位

移 δIII 應滿足式 (19) 規定。

  (18)

  (19)

其中，μ II 及 μ III 為等級 II 及 III 地震作用時，橋

墩或基樁之位移韌性需求；δII 及 δIII 為等級 II 及 III
地震作用時，橋墩或基樁反曲點與最大彎矩處間之

相對位移，(cm)；δy 為橋墩或基樁反曲點與最大彎

矩處之降伏相對位移，(cm)；Mult 為橋墩或基樁之

極限彎矩 (kgf-cm)；PD 為靜載重作用時，橋墩或基

樁之軸力 (kgf )。

五、案例分析

5.1　基本資料
本案例之橋梁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地震微分區

屬臺北二區，無斷層經過，SDS = 0.6，SD1 = 0.78， 
T D

0 = 1.3 秒。此橋長度約 818.2 m、最大淨寬 32.5 m，

圖8　P9-P10單元結構分析模型及橋柱斷面配置示意圖

圖9　橋柱之塑性鉸分析結果

橋孔數為 19 孔。主橋上部結構為預力混凝土 I 型 
梁，下部結構為多柱式鋼筋混凝土橋墩。橋柱斷面

及分析模型如圖 8 所示，材料強度如表 1。本案例

分析主要是介紹新規範草案之分析與檢核方法，故

簡化案例之分析模型，僅就此橋之 P9-P10 之振動

單元建立分析模型，且暫不考慮基礎的行為，所以

在柱底的部分假設為固接，惟未來工程師在進行

實際耐震能力評估時，除非確定工址地盤條件良 
好，且為直接基礎，否則需進一步考量基礎之行為。

表1　斷面資訊與材料性質

柱編號 C1 C2
柱高 (m) 12.5 12.5

柱頂直徑 (m) 1.6 1.5
柱底直徑 (m) 2.1 1.8

柱底配筋
主筋 90-D32 60-D36
箍筋 D16@20 D16@30

混凝土強度 (kgf/cm2)
墩柱 210

降伏強度 (kgf/cm2)
主筋 2,800
箍筋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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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補強前耐震能力評估
在模型建置完成後，透過 SERCB for Bridge

進行橋柱之塑性鉸分析，如圖 9 所示。接著透過結

構分析軟體執行非線性側推分析，求得結構之容量

震譜，並將資料匯回 SERCB for Bridge 進行第四

節所述之降伏點求取（圖 10），最後求得耐震性能

曲線（圖 11），由圖 11 可知，此橋梁之耐震性能不

符草案之規定，需進行補強，以確保其安全性。

5.3　補強後耐震能力評估
從補強前分析結果可知，此案例之橋梁耐震能

力嚴重不足，必需進行補強。由既有斷面資料可初

步判定可能是橋柱之箍筋量及主筋強度不足所造

成，因此，考慮以鋼板包覆韌性補強及 RC 包覆強

度補強進行橋柱之補強設計，補強位置及補強斷

面如圖 12 所示，相關補強材料性質如表 2。將相關

補強斷面資訊設定到結構分析軟體及 SERCB for 
Bridge 後，可進一步分析補強後橋梁之耐震能力。

圖 13 為補強前後橋柱之塑性鉸比較圖，由圖中可

知，橋柱補強後之韌性及強度皆有明顯的提升。 
圖 14 為補強後橋梁之耐震性能曲線，由此曲線可推

得草案規定之三種地震等級需求所對應之譜位移

圖10　雙線性化容量震譜

圖11　補強前耐震性能曲線 (EPA-Sd) (kgf-cm)

圖12　補強位置及補強斷面示意圖

表2　補強斷面資訊與材料性質

柱編號 C1 _R   C2_R

柱底配筋
補強主筋 - 24-D36
補強箍筋 - D22@7.5

補強混凝土厚度 (cm) - 25
補強鋼板厚度 (cm) 0.9 -
補強保護層厚度 (cm) 10 7

補強斷面混凝土強度 (kgf/cm2) 280
補強斷面主筋、箍筋降伏強度 (kgf/cm2) “4,200”

補強斷面鋼板降伏強度 (kgf/cm2)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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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Δ I、Δ II 及 Δ III），並進一步檢核容量譜上之性

能點（PLA、PLB 及 PLC）之譜位移是否大於對應之

需求譜位移（Δ I、Δ II 及 Δ III），由圖中可知，此橋梁在

各地震等級皆符合草案之要求。表 3 為 P9 及 P10 各

橋柱之位移韌性需求的檢核結果，依據草案表 2-6
的規定，本案例橋柱之位移韌性需求 μ II 及 μ III 的上

限值分別為 2.3及 3.7，從表 3 中之結果可知，本案例

在局部構件之位移韌性需求亦符合草案之規定。

圖13　補強前後塑性鉸比較圖

圖14　補強後橋梁之雙線性化容量震譜與耐震性能曲線 (EPA-Sd)

表3　各橋柱之位移韌性需求檢核結果

鋼板包覆補強

桿件 
編號

δY δ I δ II δ III μ I < 1 μ II < 2.3 μ III < 3.7 Mult PD (0.25*Mult / PD) > δ III 

P9-4  22 4.647 16.871 28.195 0.203 0.738 1.233 231400960.5 -650144.91 88.981 
P9-5 22.875 4.761 16.962 28.288 0.208 0.742 1.237 239207709.1  -684492.1 87.367 

P10-4  22 5.253  17.56 28.882 0.230 0.768 1.263 231342729.7 -650118.06 88.962 
P10-5 22.875 5.329  17.62 28.945 0.233 0.770 1.265 239207709.1  -684474.1 87.369 
檢核 OK OK OK OK

RC 包覆補強

桿件 
編號

δY δ I δ II δ III μ I < 1 μ II < 2.3 μ III< 3.7 Mult PD (0.25*Mult / PD) > δ III 

P9-1  18.5 4.408 16.741 28.061 0.238 0.905 1.517 269675126.4 -599193.02 112.516 
P9-2  18.5 4.506 16.831 28.151 0.244 0.910 1.522 271877323.8 -586506.75 115.888 
P9-3 18.625 4.614 16.967 28.247 0.249 0.917 1.527 270221672.9 -530736.38 127.286 
P10-1  18.5 5.115 17.488 28.807 0.276 0.945 1.557 270697591.8 -599624.25 112.861 
P10-2  18.5 5.173 17.542 28.861 0.280 0.948 1.560 271960702.5 -586962.86 115.834 
P10-3 18.625 5.266 17.628 28.948 0.285 0.953 1.565 270259027.7 -530859.91 127.274 
檢核 OK OK OK OK

*μ I = δI / δY, μ II = δII / δY, μ III = δIII / δY: 單位 kgf-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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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本文根據「公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範研究」

之成果，修正既有橋梁耐震能力評估之檢核方法，

並利用 SAP2000 及 SERCB for Bridge 等軟體進行

實際橋梁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分析。在分析過程中

可發現，此研究成果之耐震性能改以變形為主要檢

核項目，雖較能以定量的方式限制橋梁整體結構及

局部構材在各種等級地震作用下之位移量，但檢核

過程相對繁瑣，然而 SERCB for Bridge 已整合部分

的檢核功能，以減少使用者之計算量。在補強部分，

透過 SERCB for Bridge 目前已提供相關的補強分

析模組，透過案例中補強前後之橋柱構件塑性鉸比

較，補強後橋柱之韌性與強度皆有明顯提升，且對

總體橋柱之耐震性能亦有明顯的改善，惟本案例尚

不考慮基礎部分的分析，未來在進行相關補強分析 
時，則建議需進一步檢討基礎之承載力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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