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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震力的影響。
此外，在國外針對塔式起重機的理論研究中，Ju
etc.[5]等人將塔式起重機系統模型化，推導出系統的運
動方程式，藉由適當的假設將方程式給簡化，並利用
FEM分析軟體找出整個塔式起重機的自然頻率，Wang
及Bajaj[6]等利用線性項模擬出3樑結構可能會發生内
共振的條件，然而以上研究，鮮少針對吊掛物重和吊臂
之間的動態特性去作描述，對於一個起重機系統的運動
過程中仍有不足之處。
我國塔式起重機設計規範有內政部於民國94年發
布的『固定式起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以及國家標
準『CNS 6426 B1216 起重機鋼結構部分之計算標準』，
採用容許應力設計法，容許地震力為0.2倍塔吊自身的
重量，且不必考慮吊物的重量[2]，不過，由本研究之前
的結果[7]顯示，當吊掛物種增加，隨著伸臂之角度不
同，整體吊車結構除了國家標準所考量之靜態不穩定
外，也相當程度地呈現了動態度穩定。特別是當塔式起
重機結構若是設置於高樓層上施工，由於地震輸入放大
效應，如果系統結構與建築物的週期過於接近，或系統
結構內部設計、仰角與吊重間某些特定條件存在，則容
易產生共振或動態不穩定現象，決非簡單的0.2W 設計
地震力就能保證其耐震安全性。
本研究將針對類似於塔式起重機之結構，考慮吊臂
特性做一完整描述，並考量其運作時所呈現不同的仰角
與吊掛物重之改變所造成之動態特性，特別考慮其可能
發生結構系統內共振的條件，在結構系統承受到地震力
等外力影響分析，提供設計者、操作者，乃至於安全把
關者之參考依據。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類似於建築施工之塔式起重機結構，其
斜張式吊臂在不同操作角度，及不同的吊重下，所產生
的 動 態 特 性 ， 特 別 是 當 結 構 在 產 生 內 共 振 (internal
resonance)之狀態下，其可能之潛在危險因子。在本研
究之過程中，先將塔式起重機系統模型簡化成一離散系
統，以 Lagrange 方程式推導出該離散系統的運動方程
式，再將運動方程式予以線性化，找出其可能產生內共
振的範圍，再以 MATLAB SIMULINK 確認該系統的動
態響應。本研究討論系統在 1/2 內共振所引起的能量傳
遞。一般地震的動頻率大都是 20 Hz 以下的低頻振動，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隨著吊重質量比 μ值之增加，結構
系統的自然頻率會往低頻移動，從而增加了系統自然頻
率落入地震振動頻寬內之風險，此外，更由於內共振存
在之可能性，使得系統結構之能量，在兩相關模態間，
互相遞傳、振盪，造成某些特定模態之動態不穩定。此
外，在本研究之實驗結果顯示，非線性之模擬結果與實
驗者吻合，而結構系統之非線性與操作時之仰角、吊掛
物重交互影響是主要之因子。
關鍵詞：塔式起重機、內共振、動態穩定性。

1. 前言
近年來，台灣由於建築技術的進步，五十層以上的
高樓比比皆是，塔式起重機由於可以提供較高的起重高
度和較大的工作範圍，被廣泛的使用在建築物上，其本
身揚程高，構件重、體積和載重量都相當大，若本身造
成破壞或是吊物掉落，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災害事故，
因此，在勞工安全衛生法中，明文規定其為危險性機械。
在2002.03.31下午花蓮秀林東方外海發生規模6.8級
強震。當時台北最大震度為芮氏規模5級，卻造成台北
國際金融中心新建工程施工用之兩部塔式起重機崩落
[2]，總計有5名工人死亡、19人輕重傷，而國際金融中
心的主樓與群樓已施工的結構也為掉落的塔吊所破
壞。由於上述原因，國內學者紛紛對於地震會對塔式起
重機造成什麼影響進行研究。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季
刊『結構工程』第十七卷第三期便是2002年331地震專
刊，其中有多篇論文專門去探討塔式起重機的耐震問
題。國內其他針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如李[3]、蕭[4]等
人將起重機的吊臂和吊掛物重簡化為在塔身上方的集
中質量塊，並利用SPA2000動力分析軟體去探討塔身所

2. 系統模型化
若將塔式起重機之吊臂(伸臂)與吊掛物重離散化模
型處理，參考圖 1 及圖 2。圖 1 中，塔式起重機主要工
作機構有幾個部份，分別為塔身、吊臂、吊索、和吊掛
物重等，相當於圖 2 中， 為吊臂長度， 為吊臂與
Z 軸之夾角，β 為吊臂投影在 X-Y 平面上與 Y 軸之夾
角，x、y、z 為輸入振源訊號位移量，q1 為吊臂末端之
彈性位移，q2 為吊臂末端在 X-Y 平面上之彈性位移，
m1 為塔身的集中質量，m2 為吊臂之集中質量，m3 為吊
掛物之質量，R 為吊索長度，為吊掛物與 Z 軸之夾角，
R0 為不同 角時塔身 H 加上吊臂離 X-Y 平面的高度。
這些物理量在起重機結構系統中， 、R、及 m3 為可
變參數，而 x、y、z 代表外界之輸入能量變數； 
、m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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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為起重機本身結構設計尺寸，固定無法變動；而 q1、
q2 與  則是本研究所討論的三個動態參數。又本研究過
程中，考慮系統之簡化，也將高度 H 於本研究中暫以
剛體處理。方程式之推導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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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系統的自由度，依前述之說明，本研究所定義
之系統有三個自由度，其廣義座標為 q1、q2、  ，以 O
點為原點，則 m1、m2、及 m3 的位置向量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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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數學計算軟體 Mathematica 5.1 將 L 代入(5)式中運
算處理，可得本系統三條運動方程式：

2.1 定義系統座標

r1 x(t) iy(t) jz(t)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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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之推導過程等，請參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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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值模擬分析
由於線性組合方程式大都能夠滿足懸臂樑的幾何
與自然邊界條件[6]，本研究遂先以一線性運動方程式來
計算系統的自然頻率，簡化的過程如下所述，首先將 θ
限制在小角度，即 0 ，接著再找出方程式內的線性
項，並整理成質量矩陣 M 和勁度矩陣 K。同時為了讓
研究成果之應用更廣泛化，過程中並再進一步將質量以
及勁度矩陣做無因次化，或令
kq
k
m3
R
2
  、  、 112  q1 、及 22
 2
m2
R0
m2
m2

圖 1 塔式起重機示意圖

代入即可得到無因次化的 K 和 M 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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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設定參考本文第 4.1 節裡不同的 μ值及? 角，
代入 Mathematica 5.1 計算(9)、(10)兩式 M-1K 的特徵
值，求出 n 3 / n 2 ，所得結果繪製成圖並與實際觀察比

圖 2 塔式起重機離散系統示意圖

較，結果顯示[7, 8]，以此線性簡化之結構系統，無法呈
現動態穩定與否，例如，簡化系統之兩個自然頻率都呈
現對 μ 值值非常敏感，然而，不管是實驗，或是非線
性之模擬，都顯示出第二個自然頻率幾乎不因仰角之改
變而變等現象。因此，[7]報告中建議：簡化過後的線性
運動方程式，只能適用在吊掛物重比較輕的情況，也就
是較小的 μ值及角。
有鑑於此，本報告係以保留至二次非線性之系統為

2.2 Lagrange 方程式
由(1)、(2)、(3)三式，可以推導出本系統的動能 T
及位能 V 方程式，則 Lagrangian 可表示成：
L T V
(4)
考慮一個具有 n 個自由度的系統，其廣義座標定義為
gi，若其不受阻尼力作用時，則 Lagrange 方程式之通式
可表示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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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之重點。圖 3 為在不同的吊重比 μ值及仰角? ，其
基本自然頻率之關係圖。
另外，由[7, 8]之報告中，我們已知 q2 方向之自然
頻率幾乎不會隨著 角或 μ值變化，不過，若參考圖 3，
q1 方向自然頻率(基本頻率)會隨著 角及 μ值不同，而
向低頻變化偏移，或吊重越大、仰角與水平間夾角越小
(即 90 角)，則其基本頻率越低，越有可能落入地震
之危險頻寬內，因此，根據本研究之結果，強烈建議限
制或規範高層作業起重機結構之操作仰角與吊重。
另外，本研究特別關心的「起重機結構之 1:2 內共
振現象」
，由圖 3 中也清楚地呈現，由於 q2 方向之自然
頻率對 角或 μ值均不敏感，大都固定在約 55 Hz 小
幅度變化，因此，以= 15為例時，可以觀察到可能
會發生 1:2 內共振之條件，約為 μ8.6，此時 q1 方向
的自然頻率約在 27.5 Hz，參考圖 3。

Hz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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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將微分方程透過兩次積分求解。
將系統的運動方程式(6)、(7)、(8)三條方程式移項
並無因次化後，可以得到新的三條方程式，再以模擬方
塊圖的方式接線，運算求解[10]。

4.1 參數設定
模擬結果的精確度往往跟參數設定的正確與否有
很大的關聯，設定符合實際狀況的參數，模擬結果才有
討論的意義。μ值是 m3 與 m2 的質量比，是本次模擬的
控制變因，其值分別為 1、3、5、7、10， 為吊臂與
鉛直線的夾角，也是本次模擬的控制變因之一，首先假
設 在塔 式起 重機 操作 過程中 角 固 定 ，其 值分 別為
15°、30°、45°、60°、75°，β都固定在 30°。 
為振動
y
源的加速度量值，以 331 地震為例，當時的地震加速度
約為 1 m/sec2，頻率約為 5 Hz。
R 為吊索長度，m2 為吊臂之集中質量，根據不同的
角，R0 和 也會有所不同，相關數據如表 1 所示。

= 1
3, 5, 7,10

表 1 不同 角 R0 和 ρ的值

角 15°

30°

45°

60°

75°

90°

R0

0.81

0.76

0.69

0.6

0.49

0.38

ρ

0.37

0.39

0.43

0.5

0.61

0.79

4.2 模擬結果：1/2 內共振
由數值模擬分析的結果，我們觀察到了可能會產生
1/2 內共振的條件，不過，是否產生非線性耦合的共振，
則是進一步觀察之重點，例如，複雜形式的能量交互作
用與模型的非線性項的關聯性等。由於研究觀察之參數
範圍龐大，本文僅顯示一小部分之結果，更詳細的報告
可參考[8]。本報告提出的觀察條件均相同，重要者如
下：μ= 1、= 15°、β
= 30°。
此外，系統模擬時間長度設定為 15 秒， 
輸入訊
y
號為正弦掃描(Chirp sine) 訊號，輸入時間為前 10 秒，
掃頻範圍以 0.1 Hz 增加到 100 Hz，其他參數代入數值
計算的結果，q1、q2 的頻域圖如圖 4 所示。
觀察圖 4，q1 及 q2 的自然頻率分別是 33 Hz 及 54
Hz，兩者約是 1.64 倍左右，而數值模擬計算的結果在
2 倍，兩者有些差距，這是由於 q1 方向者相對地較容易
受吊掛物重所造成的影響所致。此外，我們發現線性項
所計算出來的數據會隨著 μ值及角的增加而造成相當
大的誤差，其原因在於隨著 μ值及角的增加，吊掛物
重所造成的非線性效應也就越明顯，造成自然頻率的偏
移。
一般市面上常見之起重機系統在角度時，約可以
吊起 μ值相當於 5 ~ 20 倍左右的物重，由單自由度非線
性穩定振動系統中指出，其解在 1 階近似與 2 階近似並
不相同，最大的不同點發生在共振區[9]，因此，研究起
重機結構之 1:2 內共振現象，顯然必須是以非線性之條
件來進行。
在角等於 15°時的相同的情況下，1/2 內共振現象
發生在 μ值為 8.6 的地方，我們在 
施以正弦掃頻，其
y



圖 3 不同狀態下之 q1 方向自然頻率。
再觀察圖 3，q1 方向之自然頻率的值，從圖中顯示，
不管 值為何，其自然頻率的值都將隨著角的增加而
減少，其減少的幅度也隨著角的增加而益趨和緩；但
在不同 值差異下，當 越大，其各種 角狀態的自
然頻率將變小，基本上，這種趨勢符合吊車之幾何，也
即為角越大，或吊臂越接近水平時，因此吊臂長軸向
(q1 方向)之自然頻率就越小。另外，在 45
之前，其斜
率隨著 值越大而越大，也就是說其自然頻率的變化量
將隨著 μ值增加而增加。

4. 動態模擬
通常用來計算 NNMs(nonlinear normal models)的方
法有兩種，一種是多重時間尺度(multiple time scale)、
另一種是不變流形(invariant manifold)，而 NNMs 的概
念能被看作是 LNMs(linear normal modes)的延伸，不過
本研究基於所要觀察的物理現象較具焦，此外，隨著電
腦輔助分析軟體的發展，已經有許多適用於做動態模擬
的電腦軟體，常見的如 ADAMS、Working Model 等，
本研究以 MATLAB 裡面的 SIMULINK 模擬方塊圖來對
動態系統進行建模、分析和模擬。
本系統的運動方程式為一聯立常微分方程式，要了
解系統的動態響應必須先求此聯立常微分方程式的
解。本研究所採用的 SIMULINK，系透過模擬方塊圖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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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域圖如圖 6 所示。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 q2 的自然頻
率是 q1 的兩倍。

(a)

q2
q1
圖 5 μ=10、 =15°時 q1、q2 之頻域比較圖

(b)

(c)

圖 6 外激頻率為 26.5 Hz 之未濾波後時域響應圖：
(a) q1 方向、(b) q2 方向

(d)
圖 7 外激頻率為 26.5 Hz 之濾波後時域響應圖：
(a) q 1 方向、(b) q 2 方向、(c)方向、(d)方向

當外激頻率非常接近 1/2 內共振時，如圖 6 所示
為= 26.5 Hz 或相當於/1 = 0.965，q1 與 q2 間開始有
些許之能量傳遞，特別是在 q2 之高頻部分，期振盪幅
度開始變大，由於期間之能量傳遞並不明顯，故需要將
訊號進一步處理，也即將低頻率去，旨觀察較高頻者，
結果如圖 7 所示。如此過濾低頻訊號者，其實也相當於
多重時間尺度法[14]類似，也即僅就短時間尺度訊號者
觀察其物理特性。圖中顯示：能量之耦合以兩角度(與
)者較為明顯，不過，q1 則也失去原有規律之 beating (如
圖 8 所示)，因此，也顯示出系統不穩定之過度現象。
觀察圖 6 ~ 8，可以看到除了 q 1 方向外，其它方
向都有一個低頻的訊號耦合在時域圖裡，由於此低頻
訊號太強，將會影響我們想觀察的結果，因此，我們
透過一個 2 階高通濾波器，將 10 Hz 以下之信號過
濾，q 2 方向則過濾掉 40 Hz 以下之訊號，其穩態訊號
如圖 7 所示。這些模擬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結論：
1. 離共振頻率越近，q 1 方向的振幅越大，q2 方向也
有此現象，兩者也可以觀察到 beating 現象。
2. 從時域圖來觀察，q1 方向越接近自然頻率，殆週
期運動(almost periodic motion)的現象越明顯；q2
方向可以觀察到當越接近 q 1 方向的共振頻率，
同樣出現殆週期運動，表示能量在間相互傳遞。

圖 8 外激頻率為 25.5 Hz 之 q1 時域響應圖
3.  及  方向在越接近 q 1 方向的自然頻率時，同
樣可以觀察到殆周期運動，這表示 q1 方向的能量
經由  與  傳遞給 q2 方向所導致。而  與  間
之能量相互傳遞之現象較 q1、q 2 者先發生，這也
解釋了[1]之實驗，總是先發生吊索之  旋轉，才
會停止。
另外，在 27.5 Hz 附近之結果，歸納如表 2。由於激振
之頻寬位於第一自然頻率附近，如果非線性不發生作
用，理論上，結構系統僅會反應在該激振頻率處，不過，
表 2 中之結果明顯地說明了：當 = 27.5 Hz 時，系統
之非線性的確可以將能量傳遞至第二個模態，造成第二
個模態之反應大比例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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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外激頻率 q 1 與 q 2 方向之最大振幅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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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實驗設備之製作與架設詳細說明如下。

25.5

26.5

27.5

28.5

29.5

5.1 實驗設備及配置

q1 (mm)

0.7

0.85

4

1.2

0.8

q2 (m)

0.006

0.012

0.18

0.03

0.012

參考圖 10 實驗流程，輸入端透過激振器，輸入一
連續 sin 波訊號至滑車上，輸出方面經由黏貼於吊臂前
端的三軸加速規將量測得之加速度訊號傳遞至 B&K 頻
譜分析儀，記錄並分析。

另外，在外激頻率為 = 27.5 Hz 或相當於 /1 =
1.0)，我們表現 40 ~ 50 秒之間的響應於圖 9。圖 9 仍顯
示模擬時間 40 到 50 秒之間 q1、q2 方向的穩態時域圖，
我們知道當某一系統產生內共振時，系統能量會在兩個
模態之間傳遞[9]，由該時域圖中，系統能量確實會在兩
模態間來回相互傳遞、產生振盪之現象，可以清楚地在
時域圖上被觀察到，即所謂之殆周期運動。此外，若進
一步將時域訊號轉成頻域訊號，再針對內共振附近之不
同外激頻率所造成的頻譜差反應異性作討論，結果整理
在[8]之報告中。

Acc. Sensor

Shaker

B&K 3560C

PowerAmplifier

Notebook

Signal Generator

Power Amplifier

圖 10 實驗設備架構系統流程圖
(a)

圖9

5.2 實驗模型
參考圖 1，一般塔式起重機系統主要結構包含了幾
個重要部分，塔身、吊臂、吊索，再加上吊掛物。在模
型製作過程中，須將這幾個部分的特徵萃取出來。模型
參考圖 11。將其固定在水平振動台車上，所有的材料
皆為鐵。塔柱部分，由於本研究著重在吊臂和吊掛物重
之間的動態特性，故將不討論塔柱所造成的效應，因此
在模型的製作上便將其剛性加強，使其自然頻率不至於
影響到我們所想觀察的結果。

(b)
μ= 8.6、= 15°時之時域圖: (a) q1、(b) q2

總之，在不同的外激頻率差異下來看，q1 方向上的
激振頻率在 27.5 Hz 時，其值最小，q2 方向上由於產生
1:2 內共振，q1 方向上的能量傳遞到 q2 方向上，q2 在此
時的振幅也比其他頻率來得大，造成起重機在 q2 方向
上的不穩定。
由以上的模擬結果顯示，塔式起重機結構之吊臂在
某些條件下，會產生垂直與橫向間之內共振，隨著吊臂
不同的操作角度以及 μ值，但會產生內共振的頻率也都
會改變，從而使得吊臂之動態設計更加的困難。另一方
面，隨著 μ值的增加，q1 方向上的自然頻率會而下降，
更接近高層大樓、地震之頻寬，這將對於高層作業之起
重機，自然地增高了系統的不穩定的機率，也增加了起
重機結構翻覆的危險性。
圖 11 塔式起重機實驗模型

5. 實驗研究

影響系統自然頻率的主要參數之一就是勁度，我們
進行模擬時主要觀察的參數 q1、q2 的勁度，便是吊臂的
性質。前面提到 q1、q2 方向的彈性係數 kq1、kq2 值的大
小乃是由吊臂的截面慣性矩所決定，將實體模型的吊臂
將施力集中在吊臂前端，以 COSMOS 模擬，取得變形

實際上的塔式起重機系統十分龐大，在實驗上不太
能從實際的塔式起重機上著手，因此，我們採取製作一
個有著類似結構特性的模型。製作模型之前，首先萃取
塔式起重機系統的幾個重要特徵，例如，吊臂的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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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後，即可推算吊臂之勁性係數。詳請參閱[8]。
m/s2

0.5

5.3 實驗過程與結果
本實驗將對模擬的結果做一驗證。在角的設定上與
模擬相同取 15°，質量比 μ則取 8.6。吊臂經離散運算後
集中質量 m2 約為 0.202 公斤，因此在搭配 μ值的情況
下，m3 吊掛物重 1.737 公斤。輸入訊號則以激振器輸入
一連續訊號，配合上述條件，擷取黏貼於吊臂末端之三
軸加速規沿著 q1、q2 方向之加速度訊號，再利用 B&K
3560C 內建的 FFT 功能以觀察吊臂內共振。
實驗結果顯示，原預期之系統基頻與模擬者相同
(27.5 Hz)，不過由於實驗模型之製造不易掌握，因此模
型系統之基頻向低頻略為偏移至 22 Hz，此外，實驗模
型之 q1 方向上的振幅，在此頻率下最小，和模擬結果
大致吻合，q2 方向上的振幅在此頻率最大，再隨著不同
的激振頻率有變小的趨勢，但無庸置疑地，系統能量在
此 1/2 內共振時，的確有相互傳遞的現象。參考圖 12
之頻域瀑布圖。

q2

0.4

q1

0.3

0.2

0.1
0.9

0.95

1

1.05


 1.1

圖 13 於 1/2 內共振附近，兩模態之加速度比較圖
(、：實驗；線條：曲線擬合)

6. 結論
本研究以數值模擬及實驗兩部分對高層建築之塔
式起重機結構穩定性，做深入之探討。在數值計算模擬
方面，本研究首先推導的起重機系統運動方程式作為理
論基礎，找出系統非線性可能造成之動態不穩定現象，
再特別針對內共振機制之影響，加以探討。研究程中，
也先將起重機系統運動方程式予以適當的假設再線性
化，不過，本報告僅係非線性者。藉由不同的吊臂仰角
、吊掛物重比 μ去尋找參數，接著再用非線性運動方
程式，觀察系統自然頻率會之變化，結果顯示，系統非
線性與仰角、吊掛物重交互影響，確實會造成系統自然
頻率向低頻偏移，更增加了本文所探討之 1/2 內共振之
可能。在模擬結果方面，研究發現，內共振確實會兩模
態間之能量相互傳遞，使得系統的更加不穩定，同時也
發現，旋轉之模態會先產生該能量相互傳遞之現象。
實驗部分，本研究以自行設計製作的塔式起重機模
型做為驗證，結果雖然大致吻合模擬，雖然因為實體模
型屬於連續系統，與模擬之基頻略有差異，但本研究所
要觀察之內共振，特別是兩模態間之能量相互傳遞現
象，卻非常清楚，同時也證實了模擬之結果。此外，根
據本研究之結果，由於系統非線性與仰角、吊掛物重交
互影響是主要之因子，而實際運作上卻無法完全掌握吊
車結構系統之設計參數，作者強烈地建議：限制或規範
高層作業結構系統之操作仰角與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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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Stability of
Tower-Crane-Like Structures
Working on Construction Sites
Wenlung Li, T.Y. Chang, C.C. Cha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nufacturing Tech.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fin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potential risk of tower cranes
working on building structures on construction sites. A
true tower crane system is modeled as a lumped mass
discrete one. Equations of motion for the crane model
system are then derived by applying the Lagrange’
s
method. The major interest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focused
at the possible conditions of an internal resonance since
the system is truncated to the second order nonlinear one.
MATLAB_SIMULINK is chosen as the tool for estimating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energy
transferring between the two modes, that are involved the
1/2 internal resonance,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
nonlinearity. In addition, the fundamental natural frequency tends to move the lower side when the crane arm
working angle closes to the horizontal plane. Moreover,
the loads can be the other factor to reducing the natural
frequency. That is, this phenomenon tends to increase the
risk in case of earthquakes.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simul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verified those of simulations.
Keywords: Tower cranes,
Dynamic Stability of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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