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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機結構與樁土互制之有限元素自振分析

胡宣德、葉鼎盛、楊騏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摘要
離岸風力發電為目前最具代表性之再生能源之一，其低汙染、低成本、對環境之低衝擊
性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重要能源。但因離岸風場存在許多環境負載且需考量與歐洲不同之地
質條件與受震反應。除對離岸風機結構做基本結構設計以及耐震技術考量，於結構受震時之
最大反應亦需有較精確之模擬，避免結構受外在刺激時達共振反應，因此研究中將分析離岸
風機結構之自然振動頻率。
本研究採以ABAQUS有限元素軟體進行樁土互制高度非線性行為分析，模擬離岸風機結
構之自然振動頻率。藉由美國石油協會(API)所建議之土壤反力及位移關係轉換為土壤彈簧進
行簡易模擬，藉此求得離岸風機結構之自然振動頻率。而為驗證土壤彈簧之可行性，研究中
將採以有樁土互制之有限元素模型與土壤彈簧模型對土壤反力以及位移進行分析，最後以風
機結構於樁土互制行為下之無限元素混合模型與土壤彈簧模型之自然振動頻率比較，以作為
結構設計之用。
關鍵字：離岸風機、無限元素、自振頻率、土壤彈簧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tions over the world are actively looking for new alternative energy du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traditional energy, and wind power is one of the alternative
energy that many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actively. As the farms on land have gone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whose wind power techniques are more developed began to develop offshore
wind power. In addition to consider the structure design and seismic design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
structures, the maximum response also need to have more accurate simulation during earthquake. To
avoid the resonance of the structure, we will analysis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offshore wind
turbine.
In this study, the Abaqus finite element program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 supporting structure considering the nonlinear behavior of soil. In order to
study the soil-structure intersection, the soil is modeled by infinite element. The numerical results
are tested against the empirical equation proposed by API and good agreements are obtained.
Keywords: offshore wind turbine, infinite element, natural frequency, soil spring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工業革命以來，因能源與經濟互相
的互相帶動下，致使能源大量消耗，其中人
類主要仰賴的能源為傳統不可再生資源，近
年來，在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下，隨著
日益嚴重的電力使用，因此，目前世界各國

正積極尋找新的替代能源代替傳統的高耗
能、高汙染資源所產生的問題。新能源的方
向為再生能源，主要有風力、水力、太陽
能......等，而風力發電對環境的低汙染性及
低成本等特性已成為各國積極發展的重要
能源之一，但因風力發電轉換效率並不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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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動能加以轉換，其效率僅約
20%~30%，因此需要穩定風場的區域才能
有效率地藉由風力發電產生能源，其中台灣
位於季風地區，蘊含豐富的風能資源，根據
4C Offshore (2014)所做的世界風速資料統
計，台灣的風力場址條件相當優渥，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因此我國自民國 90 年
起積極推展風力發電，迄民國 102 年底止已
有相當輝煌的成果。
台灣地狹人稠且山地佔本島面積居
多，陸域風力場址有限，且陸域風場所造成
的噪音、光影及居民抗爭等問題成為考量因
素，因此離岸風場的開發成為取代陸域風場
的解決途徑，唯台灣的地理條件較為特殊，
於欲開發西部沿岸的地層條件主要為軟弱
砂黏土所構成，且因台灣地理位置為環太平
洋地震帶，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交界
處，屬於地震頻繁區域，與目前風力發電較
為發達且不具有軟弱地層及地震影響的歐
洲各國相較之下，對於風機設計上需有較嚴
苛的技術，其支承結構設計相對重要。
而在離岸設置風機的情況下，所產生
的環境載重亦會有不同種類的頻率，隨著風
機結構物與外在環境載重亦或地震之輸入
頻率重合時，結構物的反應將產生遠大於元
所估計的程度，即為共振現象。若風機結構
產生共振，致使風機在過大的外在刺激下超
過負荷而損毀，其維修經費甚高，因此設計
上必須避免此現象。而為避免離岸風機結構
與外在之輸入頻率達共振之現象，本研究將
以此作為探討之目的。

二、研究方法
離岸風機結構於考慮到工址及環境
條件等不同的情況下所產生不同之樁土束
制條件，將有可能影響風機結構之自然振動
頻率，因此本研究試以單一土壤條件簡化模
擬離岸風機結構之自然振動頻率大小，作為
複雜土層條件下之探討。
本文採以美國石油協會(API)所建議
之非線性土壤行為轉換為土壤彈簧之性
質，藉由模態分析求得離岸風機結構之自然
振動頻率，並以非線性動力分析作為模態分
析的正確性。而雖然美國石油協會(API)所
建議的經驗公式乃為蒐集許多學者依現地
試驗所得的回歸公式，但土壤彈簧的基本假
設條件認定彈簧間為獨立不相關，因此本研

究將藉由有限元素軟體 ABAQUS 能對土壤
之非線性效應以及樁基礎與土壤之高度非
線性行為進行模擬，對離岸風機結構之自然
振動頻率進行分析。
考量土壤之高度非線性行為，本研究
將先以有限元素之樁土互制模型與土壤彈
簧模型於靜態外力的情況下，比較其中差異
以求得其合理與其勘用性。再由結構受動態
外力之情況，藉由無限元素模型之無限域模
擬情況求得離岸風機結構之自然振動頻
率，以避免於有限元素之樁土互制模型中，
因動態外力所產生的能量波傳至人工斷面
邊界之情況而造成自然振動頻率求解失真
的情況。

三、有限元素模型
樁基礎承受載重時，主要可分為側向
荷載以及軸向荷載傳遞至土壤，藉由土壤所
產生之反力以及基樁之變位行為達到平
衡，而當樁基礎受力時，樁對土壤所產的推
擠行為，會造成樁土介面間有滑動甚至分離
的現象，加上土壤材料本身為非線性材料，
與樁基礎的材料性質並不相同，因此樁土間
的互制作用具有高度之非線性行為。若藉由
彈性分析法並無法完全模擬前述之行為，甚
至會有忽略高度非線性行為之現象，因此無
法使用彈性分析法進行分析。至於土壤反力
法，雖有許多學者提出以線彈性土壤反力法
為基礎歸納出的理論解來模擬樁土互制行
為，且已被廣為使用。但因離岸風機所設置
的海域土層結構較陸域複雜，且具較多環境
載重的因素影響下，本研究於土壤反力法的
部份以美國石油協會(API)所歸納整理而得
的半經驗公式進行分析，最後採用有限元素
法進行模擬，期許藉由有限元素法精確模擬
各種複雜之情況，包含土層變異性、樁土介
面行為、樁土間之高度非線性行為等因素，
與 API 規範所採納並進行設計的規範一同
比較，作為研究分析可信度之探討。
分析風機模型之自然振動頻率時，考
量風機結構於土壤無限元素混合模型中進
行模態分析時，其模態分析會同時考量風機
結構以及土壤結構兩者，所求得的解並非風
機結構本身之自然振動頻率，因此研究中藉
由頻率響應函數求得風機結構在不同頻率
下其最大反應。然而，因所採用的樁基礎屬
群樁，必然考慮群樁效應問題，當以不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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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小進行自然振動頻率分析時，若外力量
級過大將使土壤間產生群樁效應，非線性土
壤之勁度衰減，弱化結構束制，所求得之自
然振動頻率將有所影響，因此分析時必須考
量在風機結構受外力時其群樁基礎反應。而
為確定無限元素混合模型之可行性，研究中
先考量以風機結構於有限元素模型中受靜
態載重分析，再將無限元素模型與有限元素
模型做一比較。以作為風機結構於無限元素
模型求解自然振動頻率的分析基礎。
另外，風機結構於土壤彈簧模型中求
解自然振動頻率，以模態分析求得其自然振
動頻率大小為何，再藉由非線性動力對模態
分析結果進行確認。群樁效應問題於土壤彈
簧模型中亦為需考量，而依 API 規範採納
許多相關研究，建議當樁距小於八倍樁徑
時，必須考量群樁效應，進行土壤彈簧折
減。本研究所採用的風機模型樁間中心距為
20 公尺，樁徑為 1.829 公尺，分析樁與樁之
淨間距約為 10 倍樁徑，因此於土壤彈簧模
型中不考量群樁效應折減係數。圖 1 為於
Abaqus 中所建立的風機結構示意圖。

四、材料參數
本研究材料參數主要分為兩種，第一
種屬於風機結構部分，由於風機結構目前不
考慮上部結構接頭部分之材料性質，純以鋼
的材料性質設定，且與土壤互制的情況下，
風機結構暫不考慮其塑性行為，因此風機主
結構部份以線彈性之鋼材為主。土壤部份因
考慮其塑性模型與其楊氏係數之待定值，其
楊氏係數與所選擇之土壤材料性質有關，本
研究目前採以均質之中等緊密砂作為分析
依據，如表 1。
另外，在分析土壤受動力反應時，必
須給予適當的材料阻尼才能有效模擬系統
於動態行為中之反應，研究中採以黏滯阻尼
做為土壤動力性質之模擬，而於 Abaqus 中
所採用的阻尼形式為 Rayleigh Damping，其
將多自由度系統的阻尼矩陣以質量矩陣[M]
以及勁度矩陣[K]兩者以線性比例組合而成
。其中，  為質量比例常數，  為勁度比
例常數，而對多自由度系統而言，阻尼比的
形式應與系統頻率有關。
Rayleigh Damping 的唯一解應以主要
的兩階自然振動頻率進行比例常數之求
解，但於土壤模型中，前兩階自然振動頻率

所對應的有效振態質量佔總體質量過低，因
此，為求得假設所需之土壤阻尼比，需先將
土壤進行模態分析，以有效參與質量達一定
可信度下的自然振動頻率作為分析依據，以
最小二乘法找出最適合的  與  作為
Rayleigh Damping 所需之係數。本研究提取
土壤結構前 100 階自然振動頻率作為分析
依據，並考量其所對應的有效振態質量，確
定所提取的有效振態質量佔總質量的九成
以上，藉由 Abaqus 分析求得土壤結構總質
量及所對應的有效振態質量總和於 x 向、y
向及 z 向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雖於 z 向的有效振態質
量分配略低，但其仍超過總質量的九成比
例，故本研究採取以前 100 階所計算出之土
壤自然振動頻率作為 Rayleigh Damping 的
計算依據，最後藉由最小二乘法求得  與
 分別為 0.4096 及 0.005126，而藉由最小
二乘法所得之結論已有 95%之信賴區間，因
此可認為擬合結果為可接受範圍。

五、土壤彈簧法
採以美國石油協會所建議之 API 規範
所建議的公式時，必須考量土壤彈簧的有效
範圍，本研究主要以每單位深度的樁長作為
彈簧建立基礎，有鑑於採用模型的鋼管樁長
度為 45 m，因此沿樁周高程-0.5 m、-1.5 m、
-2.5 m 直至-44.5 m，分別於樁之側向設立側
向土壤彈簧、沿樁表面於軸向的垂向摩擦彈
簧以及高程處-45m 的樁底處設置承載彈簧
三種土壤彈簧。
一般而言，針對非凝聚性土壤討論，
認為土壤材料不可承受拉力，因此在土壤彈
簧的設定上，僅於土壤承受壓力時，土壤彈
簧才有作用，而考慮到分析模型為三維的情
況下，建立 p  y 側向土壤彈簧時，應同時
考量水平面 x 向與 y 向均存在土壤彈簧，因
此單樁於水平面時，應建構四根 p  y 土壤
彈簧。而考量摩擦彈簧時，考量樁基礎承受
軸壓時，樁周應能均佈抵抗樁土間的摩擦行
為，因此本研究在樁周的截斷面上，均勻設
置四根垂向摩擦彈簧。樁底承載彈簧僅需考
量樁底位置，並不需與前述之側向土壤彈簧
與垂向摩擦彈簧考量於單位深度下皆須建
立彈簧之行為，但因樁底承載彈簧設置時，
考量樁基礎為鋼管樁，因此必須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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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的接觸行為詳加處理彈簧設置。
土壤彈簧於 ABAQUS 中建置時，考
量彈簧為非線性行為，不可以定值土壤彈簧
作為近似模擬，因此建置非線性土壤彈簧
時，須先建立彈簧的相對參考點於模型當
中，藉由 ABAQUS 中針對不同自由度數至
下的連接特性進行設定。本研究採用連接非
線性彈簧部分為 ABAQUS 中的 Axial
Connector，藉以輸入外力與變位的關係計
算土壤彈簧的非線性行為，而因前述所說明
以單位深度下建構非線性土壤彈簧為建構
原則下，側向土壤彈簧僅需乘以樁之單位長
1 m，即可得外力與位移的關係，但垂向摩
擦彈簧需引用 API 規範所建議的 t  z 曲線
轉換為外力與位移的關係，始能設定於模型
中，應力轉換時可藉由單位長所含的面積與
應力相乘得到該深度下摩擦反力 f 與位移的
關係，又因土壤彈簧於同一深度下分為四根
垂向土壤彈簧。
樁底承載彈簧如同前述的垂向摩擦彈
簧，需藉由 API 規範所建議的 q  z 曲線進
行轉換，但不同的是樁底僅需設置一根承載
彈簧，因此將樁底應力乘以鋼管樁之斷面積
後，即可得樁底反力與位移的關係曲線。
依前述土壤模型的模式依序建立土壤
彈簧後，應可於模型中建立出 1444 根土壤
彈簧，藉此模擬風機結構於樁基礎中的土壤
互制行為。

六、分析結果
為求得風機結構達穩態之最大位移
反應，研究中以外力施加時間長為 30 秒作
為分析依據，如風機結構於土壤彈簧模型下
之非線性動力求解手段。圖 2 為當外力大小
為 1kN 時的風機結構頻率響應函數，由圖
中可知風機結構之最大反應約略為 0.3Hz，
其結構物之週期約略為 3.3 秒。而觀察結構
物於 0.3Hz 之外力頻率時之塔頂位移反應
及土深 0.5 公尺處之土壤應力反應，如圖
3、圖 4，反應行為皆隨時間遞增有發散之
趨勢，即為共振反應。
當外力頻率增加至 10kN 時，結構物
之最大反應依舊約在頻率為 0.3Hz 時發
生，如圖 5，而由圖 6、圖 7 中可明顯看出，
當結構物之外力大小量級很小時，結構物之
反應行為依舊不變，隨時間而產生遞增之趨
勢，以上述兩種外力大小作為結構物自然振

動頻率之求解形式，可找出結構物在微小擾
動狀態下之自然振動頻率。
為探討當樁土間互制行為達高度非
線性時，風機結構塔頂之最大反應，研究中
求得外力大小為 1000kN 時，塔頂之頻率響
應函數，如圖 8。從圖中可明顯看出當風機
結構塔頂位移達穩態後之最大位移反應並
不如前述微小擾動下於頻率 0.3Hz 時達最
大反應，最大反應有下降之趨勢，其反應約
於 0.23Hz~0.27Hz 時，風機塔頂之位移達最
大反應。換言之，當風機結構以不同外力形
式進行結構物之最大反應分析時，僅能藉由
微小擾動時求得風機結構本身之自振頻
率。但當外力大小漸增時，樁土間互制行為
達高度非線性之特性，其風機結構樁基礎束
制以有弱化現象。若樁土間實已達高度非線
性之狀態，則風機結構承受某一外在刺激下
之最大反應，並不如微小擾動狀態下之頻
率，而有下降的趨勢。
藉由非線性動力求解風機結構於土
壤彈簧模型下之共振反應，其風機塔頂之位
移反應與風機結構於無限元素混合模型中
之位移反應差異甚大。探討其土壤彈簧行為
與無限元素混合模型之土壤材料皆為非線
性行為，差異來源應為雖土壤彈簧設定上僅
於受壓時才有反力行為，與土壤元素相同，
但當樁基礎受動態反覆載重作用時，載重方
向改變，另一側土壤彈簧即發揮效用，亦即
動態載重施加時，皆有土壤彈簧產生反力抑
制樁基礎。但當土壤元素受到較大量級外力
時，其載重方向改變瞬間，其樁後土壤與樁
身之間存在間隙，且土壤元素的回復性不如
土壤彈簧，因而造成於淺層土壤處之樁基礎
並非隨動態反覆載重作用時皆有土壤元素
產生反力抑制樁基礎，使得淺層土壤處所提
供的土壤阻抗不如預期，抑制風機結構於共
振頻率下之位移反應。

七、結論
考慮單樁基礎於樁頭受一側向載重
時，分別考量有限元素與土壤彈簧模型，得
出以數值模擬真實樁土互制行之有限元素
模型其樁身之側向位移均較土壤彈簧模型
大，觀察土壤之 p  y 曲線可知土壤彈簧有
高估土壤初始勁度的現象，樁土互制之有限
元素模型具合理性。
於靜態載重作用下，依前人之相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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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認為當樁距 7 倍樁徑時不具有群樁效
應，而依美國石油協會(API)建議考量群樁
效應時，樁距應小於樁徑之 8 倍。而本研究
所採用之離岸風機模型樁距約為樁距之 10
倍，且由有限元素模型模擬之結果明顯看
出，群樁基礎於樁頭承受相同之側向載重
時，其樁身變位均相同，總側向載重高達
20MN 亦無所差異，因此研究採用之離岸風
機結構無須考量群樁效應及其折減問題。
考量離岸風機受動態載重分析時，為
避免能量於人工斷面邊界反射之問題，須以
無限元素混合模型分析非線性動力之行
為，分析前需對無限元素混合模型與有限元
素模型結果進行比較，確認模型可行性。再
藉由微小擾動求得離岸風機結構之自然振
動頻率為 0.3Hz。
依模態分析求得風機結構於土壤彈
簧模型下之自然振動頻率為 0.3316Hz，其
差異可歸因於以微小擾動求得離岸風機之
自然振動頻率時，土壤彈簧之 p  y 曲線有
高估土壤初始勁度之疑慮，因此以較高之勁
度所求得之自然振動頻率必然較真實數值
模擬高，設計上須做一折減考量。
依較大載重量級分析離岸風機結構
於無限元素混合模型之自然振動頻率時，考
量土壤進入高度非線性行為，土壤反力無法
與結構物產生共振行為，抑制結構物最大反
應，且考量依無限元素混合模型模擬樁土間
之動態反應時，土壤元素之動態回復力無法
如土壤彈簧一般，有降低土壤反力之疑慮。
因此當載重量級過大時，離岸風機結構之最
大反應與自然振動頻率下的反應有所差
異，但以過大的載重量級求得的風機結構塔
頂最大反應並非為原結構於初始狀態下之
自然振動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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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表格

十、圖片

表 1 材料參數
OWT
( Offshore wind turbine )
Young’s Modulus
2E+8 kpa
E
Unit Weight
8 tf / m3
γ
Poisson’s Ratio
0.3
ν
Soil
Young’s Modulus
30100 kpa
E
Unit Weight
1.75 tf / m3
γ
Poisson’s Ratio
0.32
ν
Mohr Coulomb Plastic Coefficients
Friction Angle
31.5
'
Dilation Angle
ψ
Cohesion
c
Abs Plastic Strain

27.6

圖 1 風機結構示意圖

0
0

表 2 有效振態質量比例
有效振
態質量
結構總
質量
比例

x component

y component

z component

307090.00

307090.00

295589.00

318937.50

318937.50

318937.50

96.283%

96.285%

92.679%

圖 2 風機結構於外力大小為 1kN 下之頻率
響應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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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0.3Hz 頻率下受 1kN 外力之塔頂位移反
應

圖 6 0.3Hz 頻率下受 10kN 外力之塔頂位移
反應

圖 4 0.3Hz 頻率下受 1kN 外力之土深 0.5m
位移反應

圖 7 0.3Hz 頻率下受 10kN 外力之土深
0.5m 位移反應

圖 5 風機結構於外力大小為 10kN 下之頻率
響應函數

圖 8 風機結構於外力大小為 1000kN 下之頻
率響應函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