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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筋混凝土之研究

玉正身瞥

付一個聲示

在抗戰八年當中，我有五整年在四川，正接受四年的大學，教育學校就在嘉陵江畔，每當課餘廠後散

步時，唯一的坦途，就是沿著江邊無目的信步而行。江對面是北峙，是嘉陵江中大碼頭。恰好有個急流淺

灘，輪船可以逆流而上，木船說得用人力拉曳7。木船的兩單位算法，到現在我還弄不清楚。不過無論大小

木蚣，只要經過淺灘，除用人力拉曳一途，絕對無法逆流而上。拉曳主要的工具，就是一條竹索。以船之

大小來決定竹索的粗細。由於這個啟示，我想竹索的抗強強度（Tensile strength）。或僅次於鋼筋。

口一個構想

目前由於工業進步，本省的水泥產量逐年增加，而近幾年來所有的建築，大多探用鋼筋混凝土結構。

這是我們值得興奮的。水泥本省產量足可供求，鋼筋一項，不只是畫灣缺乏原料，就東南亞各自由聞家，

亦不充足。何況我們在反攻復國過程中，更不能浪費重工業原料﹔鋼鐵。如果我們要能以取之不盡的竹

材，代替一部的鋼筋，不僅節省可貴的原料，還可給竹子找條新出路。這個精想能否行待遇。那要看試驗

的結果再來決定。

亡3 理想中的竹材

本省困地處在亞熱帶， 各種竹子生長的很快，普通三年生的就可自斬找應用了。並且種類很多，計有

刺竹，藏竹，桂竹，孟棕竹， 長支竹，大觀音竹等。以上的竹子，可且說是理想材料。不過這些竹材各種

性能。得作精確的試驗。如：欠：

“〉適宜的合水壘。

(b) 可利用的厚度及適宜立寬度。

(c) 合成的方法。

(d) 彈性係數2確定。

(e) 單位面積的抗張強度。

(f) 竹筒輿混凝土合成後之握裝力強度。

(g ）保護層的厚度。

(h) 最高的耐火度。

( i) 鋼簡英竹筋混合用之結稱：袋。

以上的各種試驗， 是假定的，也許在作各種試驗過程中，有新的問題發生亦需研究革試驗。

的預計各種試驗之進行

(a ] 適宜的合水量：一般的纖維質的建材，以其合水的程度，而法定他本身的脆性。 而竹材更不例

外。含水量太寓，當然不合適，如含7R量過低的時候，由於脆性的闢係，抗張強度自然！每位。如何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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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適當的合水壘，以及最合適的合水量。得自己合各種試驗， J•能得到1的意的結果。台水量測驗，有J利用電

式測驗，惜，且這流的指針，可計算得竹材內之含水量。

c b) nr平l]J'目的寬度及適宜的厚度，竹子的生成與木材不闕，木材齡有邊材心材之別。然而他的物理

迫性，相走不犬。竹子可就不悶了，一蹤者起來，外層比較堅硬，內層逐漸鬆軟。究竟得層抗張強度差多

少呢 ?i逗得津細的試驗，才－能得到漏志的結果。 試驗的步驟，先將竹材分為各種不間的厚！支及寬度。再試

驗其抗張強度。所得各種結果，給製成闢。

(c) 合成的方去：由於以上的試驗， ｝9[1擎的結果，那只是竹材單獨單位面積的抗張嘴皮。因竹材不

比鋼筋均勻。故此合成後的發化，一定在試驗過程中取得結果。竹材的合成，不外目下兩種方法。一：去製

成竹索，可用人工亦可用機械。再法用十八號至if二號鉛絲，每隔若干距離予以擱縛。最重要的問題，是

竹材的節，因竹節的抗張強度與其他部位不間。前以無論用那種方法合成，一定將節均勻的錯閉， .VJ免影

響單位抗張強度。

合成後的竹筋面積均比照鋼酷的面積，長度每條可至壹百公尺。這些不開面積的竹筋，再作一次材料

試驗。確定他的抗張強度。以備設計時之用。

(d) 彈性係數之確定：混凝土輿鋼筋彈性係之比，為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最重要之資料。故此竹筒

的彈性臂之數，亦得求之，否則在待設計時，無所依據。根據美國混凝土學會規範（American Concrete 

, Es 
Institute）。鋼筋與混凝土彈性係數ζ此為－ir; = n。而 n 的值又隨 f. 與 fc 而變，故n f直已定為 8, 10, 

Eb 12, 15 治11宜，今假設'r'J筋之·1iJ用抗張5''.I!度時丸，部性係數假設為 Eb, -·Ee- =Tibo Tib 之假如何確定，

亦為蚊 Ftt要之試驗。 j盯得結果， .Dl 說﹔iFr筋混凝！：設計時應用。

(e) 單位面積抗張強度之試驗，鋼筋，可分給鱗鋼，中級鋼及做鋼三麓，根據中國土木工程學會規

紹，鋼月2之容許單位應力抗張強度~·每平方ft~結梢鋼筋為 18,000 嗨，呼I級及硬鋼f惡平方吋n 20,000 E草。

l市 Vr筋每平方fl<j容許！應力抗張強度以及1事i限熔

如何f米持1"J筋中的悶定合水監。 關於這一點應有侏持一定濕度的設備。

在這個試驗中也許悶竹材的積類不間， T1J設得到不闊的容許應力。正如鋼筋"iif分三種。說不定VJ筋可

得到反多厭。

(f) 竹筋與混凝k合成後的援基主力強度，在鋼筋iJt/1疑：七結統中，曾經假設兩種材料立全粘合，混凝

土具有張大的制主1二力，故此鋼筋置於其中，有J產生強大的極失力。又椒據試驗結果，各種i直徑不間之鋼

筋，其最大梅州iI HL 1m :f ;:.Jf:別。 nm錫筋的握誕低抗~·；i較正1； ＼＇者的大 15%。由此項的啟示， 也許竹筋輿混

擬士結合後的握裝力強度比鋼筋更好些。不過這只是一種假想，其實的結果，還是從試驗中求得。

(g ）保護層的原度：椒據鋼筋混凝土規範，為防11:1累度侵襲，其保護層 2是～3 吋。 室內板可小至

1 吋。也說是說以上保護層的原度足以防tl:外界的潮濕侵入。而鋼筋混凝土怕潮濕侵入。竹筋混凝土怕水

的逸出。如果自上的規定適合於鋼筋混凝土。也可以適用於1守筋混凝土。

(h) 最高的耐火度：混凝土不但不可燃，而且還是良好的非導熱體。是最好的防火材料。儘管如此

竹筋本身是可燃體。 若保護層過簿， 很難抵抗自燃。 故此根據試驗結束， 鋼筋混提士防火保護層 2～3 吋。

而竹筋混凝土的防火保護層可能再加厚錢。

( i) 鋼筋輿竹筋混合用之結構去。在鋼筋混凝土建築設計中，為減少樑之體積， 話叫鋼筋代替混灑

士，或採用T形樑。竹筋取使試驗成功，可自代答鋼筋，然而不可能完全﹛·＼＇；替，若只能代替一部的鋼筋，

如在此種情形下， 就難免鋼筋竹筋間時使用。又因鋼筋與竹筋的性能不盡相間。故此在混用時，能否利用

鋼筋混發士的一切公式與表格。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待以上的試驗完成後。 再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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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結論

鋼筋混凝k結擒，目前已廣泛的被探肘若。主要的原因，在其他具備各種建材的優點，型J伏大小又可

~{j ﹔：tt~t:企取。 i孟是給建築﹛fili工程師們﹔最大的方便，又因其抗壓抗張強度優於其他建材，前叫鋼筋混凝土結鱗的

建裝可還在謹向空間發展。這對一個都市的發展不僅是增加美觀。而對土地利用方面亦可收到最大的效益。

目前很多房屋建棠，多探用構架式結構，前以峭的本身不承受活向重。設計持均在乎用鋼筋混凝嘯，迢

種Jl~授認·l血u商又不負重置，如用竹筋代詩鋼筋。那就、經濟多了。

再有就是用叮筋縛在縛扎上可以省二1：。~有＃！｛限長度司，供踩用。不過從理想到質舟，總得貴些工夫。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amboo 

Reinforced Concrete 

by Wang Cheng Shan 

Summary 

The use of steel bars as reinfcrcewcut to provide increased strensth in concrete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standard practice in mudern construction. However, this 

kind cf reinforcement is usually found ccstly in places where there is a shortage of 

steel. Since Taiwan is one cf such places, it is advisable to investigate an alterna

tive methcd cf reinforcemeut for con crete. 

In view of the facr that bambco cables have Ionn heeu used for towing boat of 

considerable tonnage up a strong stream in the Yangtze River,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bamboo cable should be very high although less 

than that cf steel.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1:o suggest a method of investing how to use 

bamboo as reinforcemeut for concrete constructio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s 

introduced including various tests on bamboo such as, (a ) the water content, ( b ) 

the usa ble thickness and width, ( c) methods of compcsing, ( d) elastic modul缸，

(e ] tensile stress, ( f ] the combining force between bamboo and concrete, ( g) the 

thickness of the protection layer, ( h) the maximum fire resistance, and ( i ) typical 

combinations of bamboo and concrete. 

It is the sincere hope of the writer that thraugh the priliminary investigation, 

a practical and efficient method may be develop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bamboo reinforced concrete. At the very moment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 nd recovering _01』r mainlard. the wide use of bamboo reinforced con

crete will save our steel and thus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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