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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人工關節組件中超高分子聚乙烯(UHMWPE)單元所產生之磨耗

與潛變被認為是造成關節鬆脫的一項重要的原因，在 Pin-on-Disc試

片組合之磨耗試驗當中也發現反覆應力對 UHMWPE 磨耗面所導致

的潛變變形其實並不亞於因磨耗而產生之體積損失。有鑑於此，本研

究為了要了解在磨耗試驗中伴隨而生之潛變效應，將利用改裝之

Pin-on-Disc磨耗裝置於不同之負載與時間組合條件下對UHMWPE進

行一系列完整之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試驗結果將嘗試以一個包含彈

性體、黏彈性體與黏性體之三單元機械模型來討論 UHMWPE之潛變

行為。實驗結果顯示，機械模型當中之彈性單元具備線彈性之特性，

而其黏彈性部份也符合理想之Voigt黏彈性特性，且其潛變遲緩時間(τ 

= 744min)可簡化視為一固定常數。至於黏性部份，實驗結果與理想

牛頓黏性流體之間存在極大之差異，當負載時間超過 1000分鐘以

上，其黏性應變量幾乎進入已穩定狀態，不再受到時間的影響。僅管

如此，此區域之應變仍隨潛變負載增加而增加。綜合上述之機械模型

分析與實驗結果之驗證，本研究提出之簡單數學方法可用以預測不同

潛變負載及時間狀態下之潛變及潛變鬆弛變形量。 

 



關鍵字： 超高分子聚乙烯， 磨耗， 潛變， Pin-on-Disc， 潛變鬆 

         弛， 機械模型， 潛變遲緩時間(τ) 

 

 

 

 

 

 

 

 

 

 

 

 

 

 

 

 

 



Abstract 

 

Looseness induced by the wear and creep in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UHMWP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artificial 

joints. It has also been demonstrated on the Pin-on-Disc wear test that the 

creep deformation induced by alternating stress and the volume loss 

relating to wear have the similar contribution on dimensional change. In 

this study, a series of creep and creep relief test under various loading of 

UHMWPE were carried out on a modified Pin-on-Disc wear machine. A 

simple three-element mechanical model with elastic, Voigt element and 

viscous dashpot was used to discuss and then predicting the deformation 

behaviors of creep and creep relief in such materia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the elastic element is linear elastic 

and the Voigt element is also ideal with a constant creep relaxation time (τ) 

equally to 744min. However, the viscous element hereby is almost steady 

as the time of loading exceeds 1000min, which is difference from the 

ideal Newtonian viscous behavior. Regardless of the time independent 

phenomenon in this region, the viscous strain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reep loads. Finally, the total strain of creep and creep relief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summary of each strain with respect to the various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cal model mentioned above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a method with simple equations proposed here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creep and creep relief deformations behavior under 

various loads and loading times. 

 



Keywords:  wear, creep, UHMWPE, Pin-on-Disc, creep relief,  

mechanical model, creep relaxation time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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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人體關節因為遭受外力的創傷、罹患關節炎或長期在承受週期性

負載與相對運動的狀態下，皆會使得關節失去原有之運動功能，此時

人工關節的發明給了多年深受關節炎所苦的病患一個置換的機會。在

現階段各式商品化人工關節種類非常多，大多數套件皆已具備生物穩

定性與大部分支撐負荷的功能。其中在內襯供給磨耗部分，市面上大

都以超高分子聚乙烯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UHMWPE)為主，因為相較於其他生醫高分子材料，其具有較佳韌

性、硬度、抗壓性及適當密度，因而被廣泛使用在可承受壓磨

(load-bearing)狀態之人工關節零組件當中【1~3】。僅管如此，人工關

節在進行全人工置換術(Total Joint Replacements；TJR)置入人體後尚

需具備長期固定之效果，因此必需延緩磨耗所引起不同程度的鬆脫

【4】，以避免患者再進行第二次手術，同時也將植入物對於人體所造

成的不良副作用減至最小。 

長久以來有關 UHMWPE 材料方面的磨耗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

有相當多文獻在做探討，包括針對材料本身之磨耗分析與材料特性對

磨耗過程的影響，或者是在不同模擬體液環境下，以及針對材料表面

改質方面進行研究【5~8】。另一方面，鬆脫的產生除了磨耗之外，長



時間的潛變變形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9~11】。本實驗室在之前以

Pin-on-Disc裝置針對UHMWPE進行磨耗試驗時也發現因反覆應力對

磨耗面所導致的潛變變形程度其實並不亞於因磨耗而產生的體積損

失【12】。 

有鑑於此，本研究為了要了解在磨耗試驗中伴隨而生之潛變效

應，將利用相同Pin-on-Disc試片組合【12】來進行完整之潛變及潛變

鬆弛試驗。在初期研究中，先行規劃以一系列之不同負載搭配不同潛

變時間之設定來進行，潛變變形結果將透過一個簡單之三單元機械模

型來做説明與預測。將預測結果與實際試驗相比較後，證實此機械模

型在潛變負載時間超過1000min以上時，可預測出該試片組合在上述

受力狀態下之潛變變形。未來該模型除了可用於UHMWPE內襯在體

外測試情況下的單點受力之Pin-on-Disc受力場合，也可配合有限元素

分析，在力場確知後得出任意曲面於長期固定負載後產生之潛變變

形。另外，期望在往後的實驗條件上可針對實際之人體運動及受力狀

態，藉由類似上述體外測試之方式去探討人工關節實際置換到人體後

所產生的潛變效應。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基礎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理論基礎理論 

 

2-1 人工關節材料介紹人工關節材料介紹人工關節材料介紹人工關節材料介紹 

 

    關節活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的功能除了

是支撐身體上方所傳導下來的力量之外，舉凡走路、蹲與坐下都是需

要關節的支撐。因此在長期的使用下很容易產生疲勞與磨損，進而造

成關節的傷害與破壞，尤其是 60歲以上的人，特別是婦女較容易會

因骨質疏鬆的原因造成骨質大量的流失，使得骨頭變脆無法承受撞

擊，因此更容易發生骨折的情況【13】。隨著個人年齡的增長，關節

容易產生退化性關節炎、股骨頸缺血性壞死或因外力創傷使關節受

損，進而使得關節失去原有功能，這時候就需要利用人工關節置換術

來進行重建手術，使用人工關節來替代原有關節的功能，以期恢復原

來關節之功能。 

    人工關節(Joint Prosthesis)的發展開始於十九世界末期。一開始在

1890年，德國的 Themistocles Gluck使用象牙作為人工關節材料。但

是這些以象牙為材料的人工關節很快就被人體吸收而失敗。接著在

1938年 Phillip W. Wiles使用不銹鋼當人工關節的材料，但由於固定

方法的不良，也導致失敗的下場。約莫在同一時期，Charles Venable

與Walter Stuck發展了一種稱為 Vitallium的人工關節材料，這種材料



的特性是活性很小，不易與人體起反應，且強度可以達到人工關節的

要求，並且容易加工成所需的外型。1950年法國的 Judet兄弟在股骨

元件的部分加上壓克力披覆，以達到原本人體結構中軟骨的吸震功

能。至於在股柄元件的外型方面，其設計也由原本的直線形狀進步到

配合股骨形狀的替換元件，如 Thompson及 Moore的人工關節元件

【14】。1970年代，Bountine等人也開始利用陶瓷材料來做人工關節

的元件，並開始在臨床上使用【15】，雖然它在臨床上有ㄧ些容易破

裂的疑慮【16~20】，但由於它具有低摩擦係數的特性，使得其在磨耗

行為上仍有良好的表現【21~24】。之後隨著陶瓷材料與製造過程的進

步，由陶瓷所製成之人工關節元件也逐漸在臨床被廣泛應用。目前為

止，在臨床上最被普遍使用的材料則分別是鈷鉻鉬合金或氧化鋁陶瓷

所製成的股骨元件搭配由聚乙烯所製成之內襯。 

    由以上的歷史演進可大致歸納出人工關節植入物應具備的幾個

要項： 

1.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2. 適當的強度。 

3. 耐磨耗性及耐腐蝕性佳。 

4. 設計上要能盡量配合在植入後符合生物工程學。 

5. 對人體無傷害。 



    以金屬材料來看，目前植入人體的金屬材料以 316L不鏽鋼、鈷

鉻鉬合金與鈦合金為主，316L 不鏽鋼的抗腐蝕性較合金類差，容易

引起針孔腐蝕、間隙腐蝕和應力腐蝕，不適合用來做長期的植入材

料，鈷鉻鉬合金雖然有較佳的抗腐蝕性，但其楊氏系數偏高與皮質骨

之楊氏系數相差較大，植入人體內一段時間後會造成股骨應力遮蔽效

應。鈦合金雖然有不錯的抗腐蝕性和較低之楊氏系數，但耐磨耗性比

鈷鉻鉬合金差，雖然各種金屬類別的強度都算高，但當一物體所承受

的作用力在此材料的彈性限度內，將作用力移走時雖然物體會回復至

原來的狀態，不過在對此材料施以反覆應力後，雖然每次的作用力小

於破壞強度應力之下材料仍會產生斷裂或變形，經常在人工關節骨柄

處被發現，此現象稱為疲勞(fatigue)。表 1為三種金屬材料之比較。 

    陶瓷材料之耐熱性與耐磨性均高，抗腐蝕性及抗壓力也明顯優於

金屬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參數的報告也顯示陶瓷製品在體內的適應性

良好，摩擦係數相當低不易磨損。但是，由於其脆性較大且承受張力

特性較差，尤其是當中有裂痕時(可能來自於製造缺陷)，輕微的撞擊

就很容易造成破壞，此為陶瓷製品的目前最需克服之難題。 

    聚合物是巨型具鏈狀分子之有機物，一般分子量從 10000到

1000000g/mol。其本身除質地較輕外，尚比金屬材料具有較佳的可塑

性與抗腐蝕性，但其因強度及剛性均低，不適於高溫使用。聚合物可



依幾種不同的方式來分類【25】，即(1)依聚合的方式、(2)分子結構、

(3)化學屬性來分類，此三類當中各別主要之聚合物分別為熱塑性聚

合物、熱固性聚合物及彈性體聚合物，其結構與鏈結組成方式都不相

同。熱塑性聚合物(thermoplastic polymers)是結合小分子或單體在一起

的柔性線性鏈而產生長鏈型的聚合物，參見圖 1。此類聚合物典型的

行為是具有塑性及延性之特色，當其加熱到高溫時會有黏滯流動而變

軟並可藉此成型，熱塑性聚合物沒有固定的熔點，一但發生交聯後就

不容易被加工。熱固性聚合物(thermosetting polymers)乃是由彼此堅固

交聯而形成三維網狀結構之長鏈型分子所組成，參見圖 2。此類聚合

物強度通常較熱塑性聚合物高，但脆性較低。彈性體聚合物(elastomers)

包括塑膠，它屬於具有部分鏈交聯之中間型結構，參見圖 3。彈性體

具有大量彈性變型的能力，不會產生永久性變形。 

    本研究所使用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素材屬於上述三類聚合物中

的熱塑性聚合物，聚乙烯是由乙烯分子進行加成聚合反應(或鏈成長)

所構成。乙烯是一種氣體，具有 C2H4的分子式。兩個碳原子經由雙

共價鏈而結合，每個碳原子提供兩個電子並與第二個碳原子共享，每

個碳原子分別與兩個氫元子鏈結。一般聚合體材料之結晶度與密度無

法達到百分之百，具有對稱聚合體分子鏈的聚合體比較容易造成結 

 

 



 

表 1. 鈦合金、鈷鉻鉬合金與 316L不鏽鋼材料特性比較表 

 

 

 

 

圖 1. 熱塑性聚合物產生長鏈型的聚合物示意圖 

 



 

圖 2. 熱固性聚合物產生長鏈型的聚合物示意圖 

 

 

圖 3. 彈性體聚合物產生長鏈型的聚合物示意圖 



晶，而結晶度與密度的高低對材料的硬度及耐磨耗性都有一定的影

響。當結晶度與密度高的時候，材料的硬度及耐磨性都會相對增加。

本研究所使用之素材即為一高密度聚乙烯，其結晶度高達百分之九十

五，比一般聚合物具有更高的硬度及耐磨耗性。     

    自從聚合物材料被使用於人工關節組件上後，在襯墊部分幾乎都

是使用聚合物材料，針對此材料的研究也開始受到重視，在體外測試

部分就有非常多的文獻針對材料本身做研究。在針對材料本身的磨耗

特性方面就有 Unal等人【26】將數種不同聚合物材料製成圓柱體，

以不同粗度的砂紙配合不同的磨耗距離在乾燥的環境下進行

Pin-on-Disc磨耗試驗，觀察各種材料抗磨耗性的表現。Dong等人【27】

分別取鈦合金及 316L不鏽鋼兩種材料，針對 UHMWPE製成的圓盤，

在具有去離子水的潤滑狀態下進行 Pin-on-Disc磨耗試驗，觀察不同

金屬對 UHMWPE的磨耗差異性。Wang等人【28】利用一自製之磨

耗裝置，在乾燥的環境下，以不同之負載讓不鏽鋼與 UHMWPE 對

磨，觀察熱對磨耗的影響。 

    針對環境效應的影響方面，Liu 等人【29】曾在模擬乾燥環境或

有模擬體液的潤滑環境狀態下進行磨耗試驗，他們利用數種不同材料

在上述兩種環境下施於不同應力進行磨耗試驗，探討在乾燥環境下與

在潤滑環境下的磨耗之差異性。另外，在表面改質或是材料本身設計



上也是許多學者們關注並研究的對象，如 Jacobs等人【9】在 2000

年時，針對高密度聚乙烯(HD-PE)材料，在裡面加入不同劑量的強化

纖維，於相同的環境條件下，以相同負載針對轉動(磨耗)與不轉動(潛

變)兩種動作維持相同時間後再分別討論之。隨後在 2002年時又發表

一篇【10】利用 UHMWPE纖維來強化乙烯丁烯共聚物，以探討其潛

變與磨耗行為。其結果都顯示有加入強化纖維比未加入強化纖維有更

好的抗磨耗性，且加入強化纖維的量越多，抗磨耗性就越好，但其抗

潛變性會比未加強化纖維的差。 

    由上述文獻中可發現，不論是在不同的模擬環境或者表面改質狀

態，大部分聚合物研究仍是將重點放在磨耗行為的測試與探討。然而

在磨耗試驗中所產生之變形量是由磨耗與潛變兩者所構成的，從本實

驗室之前的磨耗試驗中亦可發現潛變行為所造成之變形深度並不亞

於實際磨耗量的深度【12】，若是要分別得知磨耗與潛變各別的變形，

就必須兩種試驗個自獨立進行，但是一般磨耗或潛變試驗都需耗費相

當長的時間，因此為了節省試驗所需的時間，Jacobs等人利用

Ehrenstein【30】所提出應變與時間關係之線性方程式套入試驗結果，

測試此方程式是否可以符合試驗所得之潛變曲線，其結果顯示該方程

式只能符合潛變率固定後之曲線，無法利用單一方程式來計算出整個

曲線。而 Ball 等人【31】則針對高分子聚合物本身之潛變性質提出



以滑動線性方法(slither linear)配合彈性矩陣運算來推算出一個數學

式，若能得知該式中之未知數，即可繪出一完整潛變曲線。本研究有

別於上述複雜之做法，將另外提出以一簡單三單元機械模型來預測

UHMWPE在 Pin-on-Disc受力狀態下之潛變及潛變鬆弛行為。 

 

 

 

 

 

 

 

 

 

 

 

 

 

 

 

 

 

 

 

 



2-2 人工關節人工關節人工關節人工關節置換術置換術置換術置換術 

 

     人工關節置換術在經過三十多年不斷的從事研發與改進下，已

具有相當的水準及技術，目前己應用於治療肩關節、肘關節、腕關節、

指間關節、髖關節、膝關節及踝關節等疾患，但其中以全人工髖關節

置換(Total Hip Replacement；THR)及全人工膝關節置換(Total Knee 

Replacement；TKR)最為普遍。根據統計，美國每年全人工關節置換

可達 40萬例以上(25萬 TKR；15萬 THR)，歐洲每年亦有相近的數

量，在台灣則有接近 1萬件的全人工關節置換，平均每天約有 20餘

件的置換手術在進行【32】。所以以下將針對髖關節及膝關節各部位

強調說明之。 

    髖關節(Hip joint)在人體骨骼群中所在的位置如圖 4所示，其主

要功能是支撐人體上肢結構與提供下肢的活動，行走是最常使用到髖

關節的動作。其結構是由凸狀的股骨球頭與凹狀的髖臼杯所搭配組合

而成，為人體中最大且最穩定的關節之一。本身具三度空間的活動方

式，即在矢狀面上的屈曲(flexion)與伸展(extension)、冠狀面上的內收

(adduction)與外展(abduction)以及橫截面上的內外旋轉(rotation)等，如

圖 5所示【33】。其中屈曲與伸展動作的角度範圍約在-5°~40°之間，

其餘動作角度大約都在±5°之間。一組全人工髖關節(Hip prosthesis) 



 

圖 4. 髖關節位置圖 

 

 

圖 5. 髖關節的三種活動方式【33】 

 



是由股骨部份的股骨球頭元件(femoral head)、骨柄元件(stem)、髖臼

部分的金屬背襯元件(metal backing)與髖臼杯元件(acetabular cup)所

搭配組成【34】，如圖 6所示。 

    膝關節可以說是人體最大也是最複雜的關節，負責傳遞負荷、參

與運動並提供腿部活動時的力偶。由於它必須承受運動時身體產生的

巨大荷重，且因其距離身體的重心較遠，使得作用於膝關節的力矩相

當大，所以膝關節極易受到損傷，而導致嚴重的關節疼痛、不穩、畸

形與功能障礙。膝關節結構是由脛骨、股骨及髕骨三個部份所組成，

主要包括兩個關節面，脛股骨關節面(tibiofemoral joint)與髕股骨關節

面(patellafemoral joint)，如圖 7所示【35】。髕股骨關節主要運動模式

為滑動，當膝蓋彎曲時，股骨轉動與髕骨接觸於不同位置。由完全伸

直到完全彎曲，股骨大約相對髕骨滑動 7公分【36】。一組全人工膝

關節大致上是由股骨元件、髕骨元件、脛骨關節面墊襯與脛骨基座所

搭配組成，如圖 8所示。 

    1970年代，因為英國的 John Charnley爵士確立了低摩擦人工關

節置換術(low friction arthroplasty, L.F.A.)【37,38】，其人工關節材料選

擇是由金屬和高密度之塑膠材質依照人體關節的構造、形狀和功能製

作而成。其所使用的金屬種類，包括鈦合金、鈷鉻合金及不銹鋼等，

而其中塑膠材質則是選擇高密度耐磨損的聚乙烯(Polyethylene)。為了 



 

圖 6. 人工髖關節組成元件 

 

 

圖 7. 膝關節位置圖 



 

圖 8. 人工膝關節組成元件及組合圖(圖中乳白色襯墊為超高分子聚

乙烯材料) 

 

 

 

 

 

 

 

 

 

 

 

 

 



讓關節和骨骼緊密結合以避免產生鬆動情況可使用骨水泥(Bone 

cement)固定或利用人工關節上的孔狀處理(Porous coating)讓骨頭長

入。 

    人工關節置換術是一種常用且有良好臨床效果的關節重建手術

【39~41】，其基本的概念是利用人工製造的物件，把人體原有但已經

損壞或失去功能的部分用以替換的方法，使其恢復原來應有的功能。

同時目前導致人工關節置換術失敗的原因主要可歸納為下列幾項因

素：(1)感染、(2)元件磨耗、(3)關節脫位、(4)鬆動。 

    上述因素涉及到醫生手術時的技巧與經驗、病患本身的健康狀

況，以及材料性質和關節元件設計等等。其中元件磨耗、關節的脫位

及鬆動則與人工關節的設計有關，此一因素可透過工程人員協助利用

生物力學及材料力學上的知識與各種模擬來加以預防。除了在臨床手

術上之外，還可以讓醫生更加熟悉人工關節在置入人體時的位置，以

減低手術因固定不良而造成失敗的發生率。置換人工關節之後，會因

為受到長期的負載和使用的情況下，而出現聚乙烯內襯的磨耗及人工

關節的鬆動、脫位等問題，進而造成需要進行第二次人工關節置換，

因此如何避免失敗發生是目前在此領域上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除了

磨耗之外，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潛變現象也將會是涉及人工關節置換

後造成鬆動或脫位的因素之一。 



2-3 聚合物材料之潛變行為介紹聚合物材料之潛變行為介紹聚合物材料之潛變行為介紹聚合物材料之潛變行為介紹 

 

    類似於大多數的金屬材料，承受荷載的聚合物材料也會產生潛

變，而所謂的潛變現象，就是在恆定溫度與固定荷載之下，聚合物材

料的變形會隨著時間的增長而增加。另外，其應變方面的增量會隨著

所承受應力與溫度的增加而遞增。圖 9是以聚乙烯為例，說明其在溫

度 77℉與不同應力狀態下之潛變特性【42】。圖 10係一潛變行為典

型之示意圖，其潛變曲線包括三個區域，第一期開始瞬間潛變迅速產

生，之後連續下降之潛變速率為其特點，亦即曲線斜率隨時間的增加

而減小。對第二期潛變而言，有時稱之為穩態潛變，其潛變速率維持

固定，在整個潛變過程中佔據最長的時間，該階段恆定之潛變速率可

用加工硬化和回復間相互競爭過程之平衡概念來解釋。對第三期而

言，材料本身機械性質已超過彈性範圍，開始進入到塑性變形區域。 

    人工關節在置入人體後常會有失敗的案例發生，為了避免此類情

形發生，一些有關人工關節組件磨耗或鬆脫方面的研究開始被關心與

探討，其中針對材料性質方面的研究都是將聚合物製成試驗所需之造

型(Pin、Disc或 Cup等)，施加應力於聚合物上後觀察其變形行為，

探討變形後之尺寸變化對實際人工關節鬆脫的影響。然而一般潛變試

驗都是需要在長時間的狀態下進行，因此為了節省試驗的時間，開始 



 

圖 9. 聚乙烯材料在溫度 77℉與各種壓力狀態下之潛變曲線【35】 

 

 

圖 10. 潛變行為三個不同階段之示意圖 

 



有一些預測或者模擬的方法被探討並使用。例如在針對材料機械性質

方面的研究，一般可以利用組合機械模式來說明其受到應力後之變形

行為，高分子聚合物最常被使用的機械模型是由彈性體、黏性體或黏

彈性體三種不同性質單元搭配所組成，不同的聚合物其組成的方式以

及各單元之特性也各不相同【43】。另外，也有利用有限元素分析方

法建立模組與網格，設定試驗條件後，分析不同應力分布狀態所造成

不同區域之變形，並進一步探討變形所導致的鬆脫現象【44~46】。 

    本研究將利用一個簡單三單元機械模型來探討 UHMWPE 之潛

變及潛變鬆弛現象。此處所謂三單元機械模型是由三種不同力學特性

之機械元件所構成，包括彈性體、黏性體與黏彈性體。以下將簡單說

明各元件(單元)在理想狀態下之特性： 

1. 理想彈性體：應力和應變成正比的變形稱為彈性變形 (elastic 

deformation)，彈性變形不是永久的，其物理意義是當施加的負荷

釋放時，試片會恢復它原來的形狀。圖 11 具虎克彈性體之彈簧

(spring)可做為代表，其彈性應變ε可由(1)式計算取得。 

           
ε
σ=1E                    ………………………  (1) 

      其中  σ：stress，E1：modulus，ε：strain 

2. 理想黏性體：由單獨之緩衝筒所構成，其物理意義是當受到應力

時，變形量隨時間增長而增加，當施加的荷重釋放後，試片將永



久變形不會回復，即表示黏性體的變形量於潛變結束終了時將被

完全保留下來。圖 12為具牛頓流體特性之緩衝筒，其中η為黏性

係數，其黏性應變ε可由(2)式計算取得。 

       ( ) tt ×=
η
σε                ………………………  (2) 

3. 理想黏彈性體：即圖 11虎克彈性體之彈簧與圖 12牛頓流體之緩

衝筒的組合，為 Voigt-Kelvin model模型。該組合元件於受力時，

一部分應力作用於彈簧，另一部分則作用於緩衝筒上。其物理意

義是當荷重施加後，彈性體與黏彈性體將會在同一時間產生變

形，當荷重釋放後，試片會隨著時間恢復它原來的形狀，參見圖

13，其中τ為潛變遲緩時間，其黏彈性應變ε可由(3)式計算取得。 

  ( ) 














−−=
τ

σε t

E
t exp1           …………………  (3) 

    不同之聚合物其所組成之元件(單元)也各不相同，以下(a)、(b)

與(c)為三種不同模型之組合，其中(a)由彈性體與黏性體所組成，(b)

由彈性體與黏彈性體所組成，(c)由彈性體、黏性體與黏彈性體三個單

元所組成，其代表之機械模型分別說明如下： 

(a) Maxwell model模型：  

    ( ) ( )t
E

t
η
σσε +=            …………………………  (4)  

    



 

           圖 11. 理想(虎克)彈性體之彈簧(spring) 

 

 

           圖 12. 理想(牛頓)流體之緩衝筒(dashpot)      

     



 

圖 13. Voigt-Kelvin model模型 

 

 

 

 

 

 

 

 

 

 

 

 

 



(b)標準線性固體模型(standard linear solid mod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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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c)四參數模型(four parameter model)： 

          ( ) t
t

E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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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在上述三種模式當中，(a)為 Maxwell model模型，其物理意義是

當荷重施加後，彈性體會在第一時間完成變形，而黏性體會隨時間增

長而增加，在荷重釋放後，試片將永久變形不會回復，參見圖 14。

而(b)為標準線性固體模型，它又可稱為三參數模型(three parameter 

model)，主要用以描述材料的黏彈性(viscoelasticity)特徵。其物理意

義是當荷重施加後，彈性體會在第一時間完成變形，而黏彈性體會隨

時間增長而增加，當荷重釋放後，試片的彈性體首先回復，而黏彈性

會隨著時間恢復它原來的形狀，參見圖 15。最後(c)為理想四參數模

型(又可稱為三單元模型)，它係由上述三種單元所構成，除描述材料

的黏彈性特徵外，還可得知應力卸除後的變化量，更可表現出聚合物

材料之真正黏彈性。其物理意義是當荷重施加後，彈性體會在第一時

間完成變形，而黏彈性體與黏性體會隨時間增長而增加，當荷重釋放

後，試片的彈性體首先回復，而黏彈性會隨著時間恢復它原來的形



狀，最後黏性體將永久變形不會回復，參見圖 16。此一模型被認為

最能代表聚合物材料之潛變變形【43】。 

    本研究將利用上述三個單元各別之機械模型，以組合的概念，即： 

        )()()()( 黏彈性體黏性體彈性體總體應變 εεεε ++=  

來分析並預測 UHMWPE在 Pin-on-Disc受力狀態下之潛變及潛變鬆

弛行為。圖 17中顯現各單元獨自的潛變變形，以及其組合後總體的

變形量。 

 

 

 

 

 

 

 

 

 

 

 

 



 

圖 14. Maxwell model模型 

 

 

圖 15. 標準線性固體模型 

 



 

圖 16. 理想四參數模型 

 

 

圖17. 聚合物典型之潛變曲線，以彈性應變、黏性應變及黏彈性應變

三個單元來呈現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實驗材料與方法實驗材料與方法實驗材料與方法實驗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之實驗流程如圖 18所示，相關重要細節在各單元中會有

完整的說明。 

 

3-1 實驗裝置設計實驗裝置設計實驗裝置設計實驗裝置設計 

 

本次潛變及潛變鬆弛試驗所使用之裝置係藉由旋轉式

Pin-on-Disc磨耗機改造而成，參見圖 19。為了配合潛變試驗的進行，

將 Pin固定不做旋轉而使其靜止接觸於 Disc試片上，配合數位千分

表記錄不同負載條件下 Disc試片受壓區域之深度變化情形。 

本試驗所使用之裝置可分為硬體部分與軟體部分，參見圖 20。

其硬體主要包含光感測器、負載傳遞機構與數據擷取及傳輸三個單

元，各單元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1. 光感測器: 由於本試驗為潛變試驗， Pin只需靜止接觸在 Disc試

片的固定位置上，因此將原磨耗裝置帶動 Pin旋轉之伺服馬達停

用。改裝後的裝置係以另一由外部電源供電之小型直流馬達轉動

遮光棒，藉以觸動光感測器，控制數據擷取之頻率，讓原有供磨

耗試驗使用記錄 Disc試片深度變化之軟體得以繼續被使用，參見

圖 21。 



 

 

 

 

圖 18. 實驗流程圖 

 

 

 



 

               圖 19. Pin-on-Disc磨耗裝置 

 

 

圖 20. Pin-on-Disc磨耗裝置(圖 19)之手動操作面盤 

 



 

圖 21. Pin-on-Disc磨耗裝置(圖 19)中改裝之外部直流馬達配合原有之

光感測器 

 

 

 

 

 

 

 

 

 

 

 

 

 



2. 負載傳遞機構: 本裝置之負載係由砝碼透過槓桿原理設計來放

大，其放大比例為 10:1。實驗條件中之 50、70與 90Kg荷重係以

5KG、7KG及 9KG之砝碼組合所產生。圖 22為位於 Disc試片

下方之負載傳遞機構。 

3. 數據擷取及傳輸: 圖 23為該機構較為詳細之示意圖。Disc試片潛

變下陷深度係利用數位千分表來量測。數據的擷取頻率由改裝之

小型直流馬達搭配光感測器來作控制。在潛變過程中，當 Disc

試片因負載而造成受壓區域下陷的深度變化將會經由數位千分

表傳輸至電腦軟體並記錄之。同理，在潛變鬆弛過程中，Disc試

片回彈之深度變化同樣可藉由數位千分表來讀取及傳輸，如此即

可記錄完整之潛變負載及潛變鬆弛之 Disc 試片深度變化之數

據，參見圖 24。 

               

 

 

 

 

 

 

 

 

 



 

 圖 22. 潛變試驗裝置之負載施加處(箭頭指處)，該裝置係利用槓桿 

原理將砝碼重量放大後傳送到 Pin與 Disc的接觸面 

 

 

圖 23. 潛變試驗裝置之負載傳遞機構示意圖 

 



 

圖 24. 紀錄 Disc試片潛變深度變化量之數位千分表，該表頂針垂直

接觸於試片載台上 

 

 

 

 

 

 

 

 

 

 

 

 

 



3-2 試驗材料準備試驗材料準備試驗材料準備試驗材料準備 

 

    本實驗所採用之UHMWPE係生醫級材料，其分子量大於3百萬

amu、密度為0.93 mg/mm3、蕭氏硬度與降伏強度分別為HRS68與

2.34kg/mm2。將UHMWPE切割成直徑50mm與高10mm的圓盤，製作

成本實驗所使用之Disc試片，參見圖25。另一用於pin之材料為Ti合

金，其外型為直徑8mm與高40mm之圓棒，參見圖26。 

以下大致說明 Pin與 Disc試片在進行潛變試驗之前的處理過程： 

1. 砂紙研磨：本實驗 Pin以及 Disc試片皆利用濕式手磨台以不同號

數之砂紙(240號到 1200號)依序進行表面研磨。圖 27為實驗所使

用之濕式手磨台外觀照片。 

2. 拋光：完成研磨後，以圖 28之電動圓盤拋光機對 Disc及 Pin試片

進行拋光，過程中加入粒度 0.6µm 之氧化鋁，直到試片表面磨痕

以肉眼觀察已完全去除為止。 

3. 表面粗糙度量測：經上述研磨及拋光處理後，使用表面粗度計量

測 Pin及 Disc試片之粗糙度。多次量測後顯示經上述方式處理之

Pin 其表面粗糙大致可控制在 0.45µm~0.77µm 範圍內，而

UHMWPE之 Disc試片表面粗糙度大致可控制在 0.51µm~0.82µm

範圍內。圖 29為本測試所使用之表面粗度儀。 



4. 震盪清洗：將 Pin與 Disc試片放入燒杯中後倒入酒精覆蓋住全部，

再將燒杯置於已裝水之超音波清洗槽中以間接方式清洗，去除任

何可能的外部油汙或汙染，參見圖 30處理實況。 

5. 乾燥：震盪清洗後將 Pin與 Disc試片表面擦乾，置入乾燥箱(相對

濕度 30%)中保存，等候試驗開始時再取出使用。 

 

 

 

 

 

 

 

 

 

 

 

 

 

 

 

 

 

 

 



 

 

 

 

圖25. UHMWPE之Disc試片外觀及尺寸圖 

 

 

 

圖 26. Ti合金之 Pin試片外觀及尺寸圖 

 

 

 



 

 

圖 27. 濕式手磨台 

 

 

 

圖 28. 電動圓盤研磨拋光機 

 



 

 

圖 29. 表面粗度計(廠牌：MITUTOYO，型號：SJ-401) 

 

 

 

圖 30. 超音波震盪器(槽內為純水，燒杯內為酒精) 

 



3-3 潛變試驗步驟與數據擷取方法潛變試驗步驟與數據擷取方法潛變試驗步驟與數據擷取方法潛變試驗步驟與數據擷取方法 

 

為確保潛變試驗的穩定度與再現性，本試驗每一組個別潛變試驗

均是以自訂之標準步驟來進行，以下詳細敘述這六項步驟：  

(1) 確定基礎零點： 首先將 Pin上移，取 Disc試片將其放置在

試片載台固定位置，再將 Pin下降與試片 Disc接觸，直到負載機構

中之槓桿水平指標線位於零點位置。此時將測量深度之數位千分表歸

零，由於砝碼載台尚未受力，此歸零位置即為本試驗之基準零點。           

(2) 啟動程式後設定記綠頻率： 在完成歸零程序後開啟軟體部

分，調整試驗所需時間與記錄頻率。試驗所需的時間為潛變負載與潛

變鬆弛兩個階段的加總。記錄頻率則是由外部獨立電源供應之小型直

流馬達轉動遮光棒，控制感測器之數據擷取頻率，以每隔 25秒之頻

率紀錄一次。 

    (3) 施加負載： 當所有參數設定完成後，按下啟動鈕，開始記

錄 Disc試片之下陷深度，此時必須在第一次數據記錄前(25秒之內)，

將試驗所需負載之砝碼全部放置到槓桿機構的長力臂端上，以確保從

第一筆數值開始，荷重即維持在固定之設定值。 

    (4) 卸除負載： 當整個潛變試驗進行到設定的潛變負載終了時

間時，必須將砝碼卸載。在卸載過程中為了避免 Pin與 Disc的接觸



點因為失去負載而脫離，在砝碼陸續取下後，最後保留一個小砝碼

(500g)於槓桿機構的長力臂端上，以確保深度變化記錄的連續性。 

    (5) 基礎零點彈性量修正： 在潛變負載進行當中，由數位千分

表量測到的深度變化除了來自 Disc試片本身的潛變變形，另外還包

含了潛變裝置本身的彈性變形量。依據步驟(1)相同的方法，將 Pin直

接接觸試片載台，記錄在不同負載狀態下試片載台位置變化的情形，

此一數值可視為潛變裝置本身的彈性變形量。此一彈性量必須先行測

得並於後續記錄之潛變應變中於以扣除修正之。至於在潛變鬆弛部

分，由於裝置本身的彈性變形量會立即完全回復，所以不需進行上述

修正動作。 

    (6) 數據的擷取與分析： 當試驗結束之後，將數位千分表量 

測到的 Disc試片下陷深度數據以應變(Y 軸)隨時間(X 軸)變化方式來

呈現。 

    按以上各步驟即可完成一組完整之潛變試驗，下一單元再針對潛 

變試驗的其它規劃參數做說明。 

 

 

 

 

 



3-4 潛變試潛變試潛變試潛變試驗之試片驗之試片驗之試片驗之試片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本試驗之潛變與潛變鬆弛可分為兩個單元來進行，第一部份稱之

為前置試驗，其作法係以相同的荷重(90KG)及相同的時間(6000min)

針對一組同批號試片，以及同一塊Disc試片不同的測試位置來進行試

驗。藉此了解試驗本身的穩定度以及材料的變異度，該組試驗之測試

條件參見表2。  

第二部份為正式之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此單元針對整個試驗規

劃了三種不同負載(90、70、50kg)搭配九種不同負載時間(6000、4000、

2000、700、500、200、150、100、50min)之測試組合。表3列出所有

試驗之測試條件。該表中只顯示了潛變負載的設定時間，至於潛變鬆

弛的設定時間則是依潛變負載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圖31是以應變

隨時間變化情形來表示一個完整的潛變曲線，其中潛變負載的時間被

定義為t1，而潛變鬆弛與潛變鬆弛穩定時間則是分別以tR與t2表示之，

此處所謂『穩定』是指應變隨時間變化曲線之斜率小於0.001(min-1)。

針對表2的所有試驗，其潛變鬆弛時間(tR)的設定必須考量到讓潛變鬆

弛進入穩定階段，即tR必須大於t2，如此才能獲得t2的值以及其所對應

之應變量，以供後續分析討論之用。 

 

 



 

 

 

 

表2. 編號A~D四組試驗之測試參數 

 

試驗編號 

潛變試驗參數條件 

荷重 

(kg) 

潛變負載時間(min) 

A  

90 

 

6000 B 

C 

D 

註： A、B與C試驗所用之試片分別取自同批號不同的試片，

而D試驗與C試驗係取自同一塊試片中不同的區域 

 

 

 

 

 

 

 

 

 

 



表3. 編號No.1~27組試驗之測試參數組合 

 

 

 

 

 

 

 

 

 

 

 

 

 

 

 

 

 

 

 

 

 

 

   註：潛變鬆弛時間的設定各不相同，其時間必須是以讓潛變鬆  

        弛進入穩定時間後才可結束試驗。 

試驗編號 

No. 

潛變試驗參數條件 

荷重(kg) 潛變負載時間(min) 

1  
 
 
 

90 

6000 
2 4000 
3 2000 
4 700 
5 500 
6 200 
7 150 
8 100 
9 50 
10  

 
 
 

70 

6000 
11 4000 
12 2000 
13 700 
14 500 
15 200 
16 150 
17 100 
18 50 
19  

 
 
 

50 

6000 
20 4000 
21 2000 
22 700 
23 500 
24 200 
25 150 
26 100 
27 50 



 

圖 31. 在 ε vs. time 潛變曲線圖中定義潛變負載時間(t1)、潛變鬆弛時

間(tR)與潛變鬆弛穩定時間(t2)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4-1 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前置試驗前置試驗前置試驗前置試驗)  

     

在潛變試驗進行當中，數位千分表量測到的變形除了來自 Disc

試片本身的潛變變形之外，還包含了潛變裝置本身的彈性變形量。圖

32 顯示潛變裝置在施加不同負載當時，由數位千分表測得試片載台

位置之變形情形，該負載與變形之間的關係成一線性正比關係。在後

續正式潛變試驗當中，各試驗必需依其所選擇負載的大小由圖 32找

出其修正量，並於計算試片潛變應變時予以扣除修正。 

    另一方面，為了瞭解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本身的再現性以及試片

本身不同區域之均勻度與一致性，按 3-4單元表 2之規劃進行一系列

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該試驗係設定一個固定之潛變測試條件 (負載

90Kg，潛變負載時間 6000min)與測試程序，圖 33係表 2中 A、B、

C及 D四組試驗在上述測試條件下完整之潛變與潛變鬆弛曲線，圖中

四條曲線具相同之趨勢且大致落在相同位置上。表 4列出圖 33四組

試驗在潛變時間 6000min及 12000min時所對應之應變值，這兩個應

變之標準差分別只佔其平均值的 1.5%與 6%。上述結果反應出本研究

改裝之潛變裝置與自訂標準化之測試方法具一定程度穩定性，此外試

片材料本身之變異度也應該不大，不至於影響後續正式實驗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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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潛變裝置於不同負載狀態下試片載台位置之彈性修正量 

 

 

   圖33. 表2 A~D四組試驗之潛變及潛變鬆弛試驗結果，以完整之 

應變隨時間變化曲線呈現 

 



表4. 表2中A~D四組試驗在潛變時間6000min與12000min時對應之應

變值 

           應變(ε) 

試驗編號 

t=6000min之應

變值 

t=12000min之應

變值 

試驗A 0.0466 0.0173 

試驗B 0.0471 0.0160 

試驗C 0.0481 0.0162 

試驗D 0.0467 0.0148 

平均值 0.0471 0.0161 

標準差 0.0007 0.0010 

 

 

 

 

 

 

 

 

 

 

 

 



4-2 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潛變與潛變鬆弛試驗(正式試驗正式試驗正式試驗正式試驗)  

 

    當完成表3所有正式潛變及潛變鬆弛試驗(NO.1~27)之後，將其數

據整理分析以應變隨時間變化圖來呈現實驗結果。以下一系列圖形皆

是取固定之潛變時間，搭配三種不同之負載(90kg、70kg與50kg)所組

成。以圖34為例，係針對50min潛變時間的三組試片(NO.9、NO.18與

NO.27)在90kg、70kg與50kg負載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情形，其餘

圖形依此類推，潛變時間依序增加，由100min、150min、200min、

500min、700min、2000min、4000min到6000min。觀察以上實驗結果

可歸納出，在潛變時間固定情況下，所有90kg負載的試片其應變在潛

變試驗全程當中都明顯高於70kg與50kg的另兩組試片。取圖42最長潛

變負載時間(6000min)的一組試片做觀察，利用簡單的繪圖方法，可大

略找出在不同荷重條件狀態下，其進入潛變鬆弛穩定階段所需的時間

各不相同，隨負載增加而增加，至於在進入穩定階段後，其潛變速率

呈現穩定現象而不再受荷重的影響。 

    針對上述一系列應變隨時間變化曲線(圖34~圖42)，依圖31之定義

先行找出其t1與t2值，表5係將上述完整之27組試驗之t1與t2數據做一

彙整，同時也計算出各試驗t2與t1之比值(以t2/t1表示之)。該表中顯

示，當t1時間在700min以上(包括2000min、4000min與6000min)時，t1 

 



 

圖 34. 潛變時間 50min的三組試驗(NO.9、18與 27)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35. 潛變時間 100min的三組試驗(NO.8、17與 26)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36. 潛變時間 150min的三組試驗(NO.7、16與 25)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37. 潛變時間 200min的三組試驗(NO.6、15與 24)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38. 潛變時間 500min的三組試驗(NO.5、14與 23)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39. 潛變時間 700min的三組試驗(NO.4、13與 22)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40. 潛變時間 2000min的三組試驗(NO.3、12與 21)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41. 潛變時間 4000min的三組試驗(NO.2、11與 20)於 50kg、70kg

及 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 42. 潛變時間 6000min的三組試驗(NO.1、10與 19)於 50kg、70kg 

及90kg荷重條件下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圖中 I與 II 分別代表潛變初 

期與穩態潛變期) 

 

 

 

 

 

 

 

 

 

 

 

 



表 5. 試驗編號 NO.1~27之潛變負載時間(t1)與相對應之潛變鬆弛穩

定時間(t2) 

試驗編

號 

NO. 

荷重 

kg 

潛變負載時

間 

t1 (min) 

潛變鬆弛穩

定時間 

t2 (min) 

t2/t1 

1  
 

 
90 

(1.79kg/mm2) 

6000 5728 0.95 
2 4000 3831 0.96 
3 2000 1911 0.96 
4 700 720 1.02 
5 500 680 1.36 
6 200 412 2.06 
7 150 390 2.6 
8 100 377 3.77 
9 50 350 7 
10  

 
 

70 
(1.39kg/mm2) 

6000 5635 0.94 
11 4000 3749 0.94 
12 2000 1868 0.93 
13 700 715 1.02 
14 500 613 1.23 
15 200 371 1.85 
16 150 294 1.96 
17 100 284 2.84 
18 50 250 5 
19  

 
 

50 
(0.99kg/mm2) 

6000 5519 0.92 
20 4000 3669 0.92 
21 2000 1799 0.90 
22 700 711 1.01 
23 500 506 1.01 
24 200 215 1.07 
25 150 181 1.21 
26 100 178 1.78 
27 50 175 3.5 

註：各荷重下括號內為換算成 Disc試片接觸面上的平均應力 σ 



與t2兩者相當接近，而當t1時間低於700min，t2值則明顯大於t1。另外，

在t1低於700min的情況下，若取相同之t1，則其應對之t2將隨荷重增

加而增加。將表5中之t2/t1與t1作圖可得到圖43之結果，此圖中可明顯

觀察到對50kg荷重條件的一組試片而言，其t2/t1在較短時間(200min)

即會趨近於1，而70kg與90kg的另外兩組試片則必須在t1大於700min

時t2/t1才會趨近於1。總體來看，當荷重大於70kg以上(1.392kg/mm2)，

潛變負載時間(t1)必須大於700min，其後續潛變鬆弛達到穩定時間(t2)

才會接近於之前的潛變負載時間(t1)。 

在上述潛變試驗的多組數據當中，還有幾個重要的數據必須加以

觀察並探討。取圖42中No.1試驗為例，先行定義幾個在完整潛變及潛

變鬆弛試驗結果當中的重要數據，參見圖44。圖中tb時間(6000min)為

潛變負載最大時間，在該tb時間試片產生最大之潛變應變，本圖以 bε 表

示之。另外，在t=1min(即t=ta)與t =12000min(即t=tc，tc等於兩倍t1)所

對應之應變量，分別以
a

ε 及
c

ε 表示之。這三個應變是完成一次試驗

當中所獲得的三個重要數據。 

    為了更進一步闡釋其意義，以下本實驗將引用一般固態高分子聚

合物常用之三單元機械模型來說明之。在該三單元系統中，其第一單

元為彈性體、第二單元為黏彈性體、第三單元為黏性體。假設上述各

單元皆為理想狀況，則彈性體單元可以 E1彈性係數代表其特性、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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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t2/t1值隨 t1變化情形 

 

 

圖 44. 編號 NO.1試驗完整的潛變及潛變鬆弛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彈性體單元可以
2

E 及
2

η 來代表其特性(即Voigt model)，而黏性體單元

則以
3

η 來代表其特性，以上又可稱之為四參數模型。針對四參數模

型，其總變形量(
T

ε ) =彈性變形量(
1

ε ) + 黏彈性變形量(
2

ε ) + 黏性變

形量(
3

ε )，其中： 

 

   
11

/ Eσε =                     ……………………………  (7) 

   ( ) )]/exp(1[ 2(max)22 τεε tt −−=         ……………………………  (8) 

2(max)2
/( Eσε = ，，，， )/

222
Eητ =  

tt ⋅= )/()(
33

ησε               ……………………………  (9) 

 

    圖 45是以理想三單元機械模型為基礎來說明一個完整潛變及潛

變鬆弛試驗之應變隨時間變化情形，以下將此圖來說明
T

ε 與
1

ε、
2

ε 及

3
ε 三者之關係。對理想單元一之彈性體而言，其應變在受力狀態立即

達到穩定，因此
1

ε 為一定值與潛變時間無關。對理想單元二之黏彈性

體而言，
2

ε 會隨潛變時間增加而呈指數函數遞增(8)，當潛變負載到

達最大時間時，其值為
(max)2

ε ，之後在進入潛變鬆弛階段後，當潛變

鬆弛時間等於潛變負載時間時，該黏彈性變形可完全回復(具可逆

性)。對理想單元三之黏性體而言，
3

ε 隨潛變時間增加而呈正比例遞

增，潛變結束瞬間其保有之最大應變值將會在潛變鬆弛結束後，等彈

性體與黏彈性體完全回復而會被保留下來。將圖 44與圖 45做比較， 



 

圖45. 理想四參數模型完整之潛變及潛變鬆弛曲線示意圖，其中 

T
ε  = 

1
ε  + 

2
ε  + 

3
ε  

 

 

 

 

 

 

 

 

 

 

 

 

 

 



基本上兩者似乎有相同之趨勢。由圖44之實驗數據中顯示，當潛變開

始發生時，彈性應變(
a

ε )即立刻產生，此處為了方便定義
a

ε ，取

t=ta(1min)為潛變開始的彈性應變(
a

ε )對應時間。另外圖44中亦顯示t2

時間約等同於t1時間，此意謂著與時間有關之黏彈性應變(即圖45中之

2
ε )具有可逆性，其變形所需時間與回復時間完全相同。基於上述觀

察到的兩個現象，本研究將嘗試以理想三單元機械模型套用在如圖44

之實驗結果上，如此一來圖44中之
a

ε 與
c

ε 實際上分別是對應到圖45

中之
1

ε 與
(max)3

ε 。當潛變負載卸除進入潛變鬆弛階段，
(max)3

ε 會被保留

下來，因此當潛變鬆弛達到穩定時(即t=tc)，其對應之應變(
c

ε )可視為

Disc試片在之前潛變過程當中被保留下來之黏性應變量。 

在表5中之27組試驗當中，當t1>700min時，其t2可趨近於t1，因

此包括NO.1~4、NO.10~13與NO.19~22這些試驗之潛變曲線都會與圖

44相類似。有鑒於此，以下將所有表5試驗分成兩種情況來做討論，

其中4-2.1單元係針對t1≒t2之情況，此部分將利用三單元機械模型來

加以討論，並嘗試將此模型定量數值化，而4-2.2單元則是針對另外一

組t2>t1的情況，這部分之潛變行為與理想模型已有一些出入，但為配

合4-2.1單元提出之機械模型，仍是會以相同的概念來做分析與探討其

差異性。 

 

 



4-2.1 潛變負載時間與潛變鬆弛穩定時間相趨近之情況潛變負載時間與潛變鬆弛穩定時間相趨近之情況潛變負載時間與潛變鬆弛穩定時間相趨近之情況潛變負載時間與潛變鬆弛穩定時間相趨近之情況(t1≒≒≒≒t2) 

 

    在此先假設本實驗在Pin-on-Disc受力狀態下之Disc試片的機械

模型仍然是由彈性體、黏彈性體與黏性體三個單元所構成，且其中彈

性應變與時間無關而黏彈性應變在潛變鬆弛達到穩定後可以完全回

復，則圖44中之
a

ε 及
c

ε 可分別視為圖45中之
1

ε 及在tb時間之 (max)3
ε 。圖

46是由表5試驗當中編號No.1、2、3及4所得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基

於以上之假設，針對圖46的一系列試驗，各試驗之潛變鬆弛黏性應變

量(
c

ε )可視為在達到潛變負載最大時間(tb)的第三單元的黏性應變量

(即
(max)3

ε )。 

    將圖46改以三單元模型來表示其潛變負載最大應變階段各單元

應變量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參見圖47。此圖當中
T

ε (包括其對應之
1

ε 、

2
ε 及

3
ε )是取自於不同的四組試驗，為了要評估同一試片於負載固定

狀態下不同時間所產生的黏性變形量(
3

ε )，本實驗嘗試將圖46中四組

不同試驗所獲得的結果透過最適化方式整合成一個模擬由單一試驗

所得之結果。此處所謂最適化是利用6000min(最長時間)之潛變曲線

為最適化之基準，將4000min、2000min與700min潛變曲線上的最終

應變
T

ε 位置上下平移至6000min曲線在上述三個相同時間點所對應

之
T

ε 位置。基於最適化後的四組數據係代表同一試片於不同時間



 

圖46. 編號No.1、2、3及4(潛變時間700、2000、4000及6000min)  

試驗之應變隨時間變化圖(90kg荷重) 

 

 

圖47. 針對圖46之四組試片，將各潛變曲線之最終(最大)應變以三單

元模型來表示各單元個別之應變量 



 (700、2000、4000與6000min)當時各單元之應變量，理論上其彈性

應變量
1

ε 應為一固定值。本實驗嘗試以Disc試片實際壓縮試驗測得之

應變值(在相同負載條件)為該試片最適化後之彈性應變量
1

ε 。圖48為

實際壓縮試驗所得之結果，90kg、70kg與50kg荷重下之應變值分別為

0.0158、0.0123與0.0088，上述三種荷重狀態下之應變明顯呈現正比

關係，由此也反應出該彈性單元具線彈性之特性，其彈性係數E1約為

113kg/mm2。圖48中虛線亦顯示最適化前所有潛變試驗之
1

ε 平均值(即

各試驗之
a

ε 平均值)，該平均值與荷重亦具正比之關係。比較最適化

前後之E1值可發現最適化後之E1值(取自實際壓縮試驗)略高於最適化

前原始的E1值。分析其原因可能與兩者不同的負載速率有關，最適化

後之E1值係利用實際壓縮試驗取得，為避免時間效應的影響，其負載

速度設定為30kg/sec，而最適化前之原始數據係直接取自潛變試驗結

果，受限於該試驗是以人工方式分階段施予負載，其負載速率相對較

慢，大約為3.6kg/sec。以90kg潛變負載的一組試片為例，由上述不同

的負載速率換算其達到負載設定值之時間，對壓縮試驗而言大約3

秒，而對潛變試驗而言大約25秒，兩者的不同造成E1在最適化前後之

差異。經最適化處理後，
T

ε 須隨之調整，在
1

ε 固定情況下，
2

ε 與
3

ε 也

將隨之改變。以圖47的四組試片為例，經最適化處理後的應變隨時間

變化曲線如圖49所示，其中
1

ε 經上述說明已知是取90kg壓縮負載條件



 

圖48. 針對彈性單元，其最適化前後兩者E1值之差異 

 

 

圖49. 圖47經過最適化後各單元應變隨時間變化情形 

 



下對應之一固定應變值(
1

ε =0.0158)， 
2

ε 與
3

ε 兩者皆隨著時間增加呈

現緩慢增加之情況。利用上述最適化處理方式，同樣可獲得70kg與

50kg的一組曲線(大致同圖49之趨勢)，參見圖50與51。 

    針對圖49中之黏彈性體單元(即
2

ε )與黏性體單元(即
3

ε )分別先加

以探討。以90kg荷重情況為例，圖52係將圖49中之
2

ε 黏彈性單元獨立

出來，圖中四個不同時間(即700、2000、4000與6000min)對應之
2

ε 數

據點為實際試驗所得之值，將其中6000min(最長時間)之
2

ε 值直接代

入(8)式中之
(max)2

ε 後，找出一個適當的
2

τ 值讓(8)式呈現的
2

ε  vs. time

曲線能趨近實際數據點。利用數值分析方法，經多次計算後發現，當

2
τ 值為744min時無論在50kg、70kg或90kg情況下，計算曲線都能大致

符合實際試驗所得之結果。圖53顯示取
2

τ 值為744min時，計算曲線與

實際數據之差異程度，若將
2

τ 值提高曲線傾向往右下，反之
2

τ 值降低

則曲線傾向往左上，在
2

τ 變化的過程中
(max)2

ε 並不會隨之改變。圖54

係以上述相同方法取
2

τ 值為744min時依據(8)式所計算之黏彈性應變

2
ε  vs. time曲線，實驗結果顯示除了700min的一組數據偏差較大之

外，包括所有荷重及潛變時間的實驗數據都能與計算曲線相吻合。利

用圖54中所標示出的12個實際
2

ε 實驗值可計算出各荷重下之E2值，圖

55中顯示
2

ε 值隨荷重變化情形，為簡單起見若將E2視為常數，其值大

約為105kg/mm2。圖55中同時顯示彈性單元之E1值，兩者相較可發現 



 

圖50. 荷重70kg的一組試片經最適化後各單元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51. 荷重50kg的一組試片經最適化後各單元應變隨時間變化圖 

 



 

圖52. 針對圖49中之
2

ε 黏彈性區域，以應變隨時間變化圖將其個別呈

現(圖中數據點為實際試驗所得) 

 

 

 圖53. 由(8)式所繪成之
2

ε 應變隨時間變化曲線(圖中之實線之
2

τ 為    

    744min，其餘兩條虛線之
2

τ 值分別大於及小於744min) 

 



 

圖54. 利用(8)式計算所得之
2

ε 隨時間變化情形(圖中數據點為實際

試驗所得，取
2

τ = 744min) 

 

 

圖55. 比較彈性單元之E1與黏彈性單元之E2 

 



黏彈性單元之彈性係數E2值略低於彈性單元之E1值。 

最後利用圖45的概念，取
3

ε =
T

ε -
1

ε -
2

ε ，即可繪出黏性部份
3

ε 隨

時間的變化情形，其結果如圖56所示。圖中各曲線所呈現之趨勢明顯

與四參數模型中之理想黏性體有所不同，其應變並未隨時間增加而成

正比增加。本實驗中之
3

ε 在t=1000min左右已逐漸趨近於穩定，將實

際試驗之數據點標示於此圖後，可發現數據點大致都落在計算曲線

上，其值僅隨時間增長而略為增加(變化不大)。至於在穩定區內之
3

ε

值，在不考慮時間效應下，其值也隨負載增加而增加。為簡化起見，

在此假設穩定區內之
3

ε 與時間無關，取圖56中穩定區內之
3

ε 值以應力

與應變關係作圖可得圖57。利用多項式函數可找出
3

ε 與負載(以應力

σ 表示，單位為kg/mm2)兩者之關係，即以下(10)方程式，其中S 

=0.1σ。 

 

SSS 03.03.02.0)( 23

3
++=σε       ……………………  (10) 

 

綜合以上之模型討論與實驗結果，利用三單元機械模型與(10)，

可將不同負載(σ )狀態下之潛變應變(
T

ε )隨時間(t)之變化情形以(11)

之方程式來表示。至於在潛變鬆弛部分，由圖45之理想四參數示意圖

中可得知，在潛變鬆弛開始進行時，當負載完全卸除後其彈性變形量

將會立即回復，而黏彈性變形量則會在與潛變負載相同負載時間情況 



 

圖56. 
3

ε 在不同負載狀態下其隨時間變化情形 

 

 

圖57. 
3

ε 與負載(以應力表示)兩者之關係，其中虛線之多項式函數 

      可表示為 SSS 03.03.02.0)( 23
3 ++=σε (取S= 0.1σ ) 

 



下會完全回復，最後Disc試片深度下陷部分即為潛變終了時被保留下

來的黏性變形量，所以其總應變
T

ε 隨時間變化情形可另外由(12)方程

式表示之。上述方程式中， E1=113 kg/mm2，E2=105 kg/mm2，
2

τ =744 

min，tb代表潛變負載終了時間，而t則是以潛變開始為起始點所記錄

的時間。 

 

( )[ ] ( ) (11)   ------     /-exp-1//)tt( 3221b σετσσε ++=≤ tEECreepT ，   

 

( )
( ) ( ) (12)   ------ --------      ]/exp                                           

 //[exp/)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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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潛變負載時間小於潛變鬆弛穩定時間之情況潛變負載時間小於潛變鬆弛穩定時間之情況潛變負載時間小於潛變鬆弛穩定時間之情況潛變負載時間小於潛變鬆弛穩定時間之情況(t1< t2) 

 

    針對 t1<t2之情況，即潛變時間小於 700min的另一組群數據，

由圖 58之
3

ε 應變曲線當中可發現，假設前述三單元機械模型中黏彈

性單元之
2

τ 值仍取為 744min，則黏性單元
3

ε 應變曲線與實際數據會

存在極大的差異。為了修正這個差異，本實驗嘗試改變
2

τ 值以便先行

調整
2

ε 黏彈性單元使其更接近實際數據，圖 59 顯示當
2

τ 值等於

177min時，其
2

ε 黏彈性應變曲線與實際實驗數據更加吻合。此處
2

τ 值

的計算係利用(8)式，取不同負載條件各試驗於 700min 時之
2

ε 為 

(max)2
ε ，利用數值分析方法經多次計算嘗試後找出一個特定的

2
τ 值

(
2

τ = 177min)，此一
2

τ 值能讓理論之黏彈性應變曲線與大多數實際實

驗數據能相互吻合。前面提到，一個理想的黏彈性體其變形應具可逆

性，即變形時間等於回復時間。以本實驗潛變及潛變鬆弛試驗而言，

若機械模型中之黏彈性單元為理想狀態，它代表潛變鬆弛穩定時間應

等於潛變時間(即 t2=t1)。事實上潛變時間小於 700min的這組實驗數

據，由於 t1<t2，它已不符合理想黏彈性之要求。然而為了機械模型

的一致性，以便與上一單元(4-2.1)做比較，此刻還是將其假設為理想

黏彈性，並付予一個特定的
2

τ 值(
2

τ = 177min)。 

     

 



 

圖58. 
3

ε 在不同負載狀態下其隨時間變化情形(潛變時間小於

700min，
2

ε 之
2

τ = 744min) 

 

 

圖 59. 不同荷重狀態之
2

ε 隨時間變化情形(取
2

τ = 177min， 

潛變時間小於 700min) 



    當新的
2

ε  vs. time 曲線獲得後，利用圖 45 之概念，由

3
ε =

T
ε -

1
ε -

2
ε (

1
ε 同前取 0.015)，即可得到如圖 60所示修正後之黏性 

單元
3

ε 隨時間的變化情形。比較圖 58與圖 60，當
2

τ 值等於 177min

時，針對黏性單元
3

ε 應變曲線，雖然它仍然與實驗數據有明顯差異，

但與
2

τ = 744min之情況相較，差異程度明顯變小。 

    考量一個完整之潛變試驗，以 700min為分界點，潛變時間小於

700min時取
2

τ = 177min；潛變時間大於 700min時取
2

τ = 744min，圖

61為一完整之
2

ε 黏彈性應變曲線，圖 62則為其對應之
3

ε 黏性單元應

變曲線。在上述兩個圖當中，潛變時間於 700min時其
2

ε 與
3

ε 曲線皆

有不連續現象，
2

ε 略為向下而
3

ε 則略為上升。由於
T

ε =
1

ε +
2

ε +
3

ε ，

在
T

ε 固定的情況下，
2

ε 於 700min 時間點的下降幅度會等於
3

ε 於

700min時間點的上昇幅度。 

 

 

 

 

 

 

 

 

 



 

圖 60. 
3

ε 在不同負載狀態下其隨時間變化情形(潛變時間小於

700min，
2

ε 之
2

τ = 177min) 

 

 

圖 61. 完整之
2

ε 隨時間變化曲線(以 700min為分界點，700min以下，

2
τ =177min；700min以上，

2
τ =744min) 

     



 

圖 62. 完整之
3

ε 隨時間變化曲線(利用
3

ε =
T

ε -
1

ε -
2

ε 觀念， 

其中
1

ε =0.015，
2

ε 為圖 61對應之曲線) 

 

 

 

 

 

 

 

 

 

 

 

 

 



4-3 機械模型之驗證與預測機械模型之驗證與預測機械模型之驗證與預測機械模型之驗證與預測 

 

   首先在驗證部分，本單元將利用前述 4-2.1單元所提出之三單元機

械模型來預測表 5當中 NO.1與 NO.11兩組試驗完整之潛變與潛變鬆

弛曲線，再將此曲線與實際試驗所得之結果相互比較，以驗證該模型

之正確性。在上述 4-2.1單元中提到，彈性單元
1

ε 與時間無關，其值

為 E1/σ(取 E1=113kg/mm2)。而黏彈性單元
2

ε 則是以 700min為分界

點，潛變負載時間小於 700min時取
2

τ = 177min；潛變負載時間大於

700min時取
2

τ = 744min，透過(8)式(取 E2=105kg/mm2)即可用來預測

2
ε 之值。至於黏性單元

3
ε 則是以 1000min為分界點，當潛變負載時

間小於 1000min時，
3

ε 無法利用一個簡單函數來表示其與負載以及與

時間之關係；而當潛變負載時間大於 1000min時，此值已逐漸趨近於

穩定(與時間無關)，利用(10)多項式函數可計算出不同受力狀態下之

3
ε 值。最後加總各單元之應變(

T
ε =

1
ε +

2
ε +

3
ε )，即可算出潛變與潛變

鬆弛試驗全程階段呈現之總體應變值(即前述之
T

ε )。然而受限於預測

3
ε 之多項式函數只適用於潛變負載時間大於 1000min之場合，因此預

測之應變曲線在 1000min以內範圍可能無法呈現其真實結果。也因為

如此，在計算
2

ε 時配合以簡化方式來處理，全程時間
2

τ 值皆取為

744min，不再考慮 700min分界點對
2

τ 值差異性的影響。 



   圖 63與圖 64分別為 NO.1與 NO.11試驗完整之潛變與潛變鬆弛

預測曲線，為方便作為比較，將其實驗曲線也同時呈現出來。比較此

二圖中預測曲線與實驗曲線隨時間變化情形，基本上兩者呈現相似之

趨勢。在不考慮潛變時間低於 1000min範圍的情況下，圖 63顯示在

整個潛變過程當中預測曲線略高於實驗曲線，此一差異主要來自於較

大之
2

ε 預測值。由於當初在選取 E2=105kg/mm2時(參見圖 55)，為簡

化起見將其假設為線彈性，且 E2值為一常數不受潛變負載應力大小

之影響。事實上 E2並非線彈性，在潛變負載應力固定的情況下，不

同試驗其所對應之
(max)2

ε 值也不盡相同。因此，若選取之 E2常數值偏

小，則
2

ε 也將隨之增加，最後導致預測曲線會略高於實驗曲線。至於

在潛變鬆弛進入穩定階段後，此時其應變值即是黏性單元之
3

ε 應變

值，預測曲線與實驗曲線在此範圍內會完全吻合。相較於圖 63中兩

條曲線的差異，圖 64中 NO.11試驗由於定義之 E2(105kg/mm2)較接近

於其實驗值，因此
2

ε 預測值也會較符合
2

ε 實驗值，最後預測之總體

應變曲線自然會與實驗曲線兩者相互趨近，該圖中亦顯示預測曲線在

潛變時間大於 1300min後與實驗曲線幾乎完全重疊。 

另外在數學預測部分，圖 65 係以三單元機械模型來預測

80kg(σ =1.591kg/mm2)負載下完整之潛變與潛變鬆弛曲線(潛變負載 



 

圖 63. 以 NO.1試驗為例(負載 90kg，潛變負載時間 6000min)，比較

實際試驗與模型預測所得之完整潛變曲線 

 

 

圖 64. 以 NO.11試驗為例(負載 70kg，潛變負載時間 4000min)，比較

實際試驗與模型預測所得之完整潛變曲線 

 



 

圖65. 由三單元機械模型預測在80kg負載搭配6000min潛變負載時間

狀態下完整之潛變及潛變鬆弛曲線圖 

 

 

 

 

 

 

 

 

 

 

 

 

 



時間 6000min)，其中彈性單元利用 (7)式可求得
1

ε =0.0141。取

E2=105kg/mm2，σ =1.591kg/mm2配合(8)式可計算出黏彈性單元中之

(max)2
ε 以及

2
ε 隨時間變化曲線。至於黏性體單元，藉由(10)式可計算

出
3

ε =0.0132。最後，將各單元彙總或是直接利用(11)與(12)式可將完

整之潛變與潛變鬆弛曲線計算出來。依上述相同方法同樣可預測出

120kg負載搭配 6000min潛變負載時間以及 90kg負載搭配 8000min

潛變負載時間兩組試驗之完整潛變與潛變鬆弛曲線，參見圖 66 與圖

67。這些預測曲線(包括圖 65、圖 66與圖 67)與本實驗在不同負載狀

態下之實際結果大致上呈現了相同之變化趨勢。至於在潛變時間低於

1000min範圍內，由於計算之
3

ε 應變值無法反應出真實之黏性單元應

變值，因此該區域曲線(以虛線表示)與實際實驗曲線之間可能會存在

較大之誤差。 

透過以上之驗證與預測，總括而論本研究提出之三單元機械模型

可用以預測醫用 UHMWPE在 Pin-on-Disc受力狀態下之潛變與潛變

鬆弛變形行為。雖然該模型受限於無法掌握潛變時間低於 1000min

範圍內之黏性應變值，以至於其總體變形也跟著無法有效預測，但由

於潛變試驗一般都是在長時間狀態下進行，該低於 1000min之初期潛

變相較於整個長時間的潛變範圍，其影響應是相對有限。 

 

 



 

圖66. 由三單元機械模型預測在120kg負載搭配6000min潛變負載時

間狀態下完整之潛變及潛變鬆弛曲線圖 

 

 

圖67. 由三單元機械模型預測在90kg負載搭配8000min潛變負載時間

狀態下完整之潛變及潛變鬆弛曲線圖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實驗經由一系列UHMWPE試片在Pin-on-Disc受力狀態下之潛

變及潛變鬆弛試驗分析結果，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1) 醫用UHMWPE之Disc試片在Pin-on-Disc受力條件下其變形行為 

可用一般三單元之機械模型來做説明，其總體應變(
T

ε )為彈性體

應變(
1

ε )、黏彈性體應變(
2

ε )與黏性體應變(
3

ε )三個單元之總

成，即
T

ε =
1

ε +
2

ε +
3

ε 。 

(2) 在不同負載之潛變試驗當中，潛變穩定區內之應變速率為固定常

數，與負載大小無關。至於進入潛變穩定區的時間則隨負載增加

而增加。 

(3) 針對整個完整之潛變及潛變鬆弛試驗，當潛變時間超過700min，

其與後續之潛變鬆弛穩定時間比才會趨近於1。此意謂著，三單

元機械模型中之黏彈性單元只有在潛變時間大於700min時才可

視為理想狀態。 

(4) 本研究提出之三單元機械模型中，其彈性單元具線彈性特性(彈性

係數E1約為113kg/mm2)。而黏彈性部份，以潛變時間700min為分

界點，潛變時間大於700min，潛變弛緩時間τ值約為744min；潛

變時間小於700min，τ值修正為177min。至於黏性部份，其與理



想牛頓流體之間存在極大之差異。為簡化起見，取潛變時間大於

1000min之穩定區部份，其黏性應變
3

ε 可視為與時間無關，該
3

ε 與

負載(以應力σ表示之，單位為kg/mm2，S =0.1σ )之關係可由以

下多項式函數表示之，即 SSS 03.03.02.0)( 23
3 ++=σε 。 

(5) 結論(1)與(4)中之三單元機械模型其總體應變(
T

ε )與潛變時間(t) 

的關係以數學方程式呈現如下： 

 ( )[ ] ( )    /-exp-1//)tt( 3221b σετσσε ++=≤ tEECreepT ，  

     
( ) ( )

( )                                               

]/exp //[exp/) (

3

2222

σε
τττσε

+
−−−=≥ bbbT tttEttreliefCreep ，

 

其中E1=113kg/mm2，E2=105 kg/mm2，
2

τ =744min，tb為潛變負

載最大時間。 

(6) 由於黏性應變
3

ε 於潛變時間低於1000min時無法有效加以函數公 

式化，上述機械模型只能適用於較長時間的場合。利用該模型可

預測UHMWPE在Pin-on-Disc受力狀態下(低於降伏強度)較長時

間之完整潛變及潛變鬆弛曲線。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J. Black, “Corrosion and degration”, Orthopaedi -c Biomaterial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Chap. 10, p235-265, 1988. 

2. J. D. Laio, J. Riru, B. Forest, Y. Corre, L.  Boudoukha and S. Palett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on-implanted biomaterial surfaces 

evaluated by nano-indentation”, Polymer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p105-112, The Institute of Materials in associate with J. Artificial 

Organs, 1996. 

3. J. D. Liao, J. Rieu, Y. Corre, L-M Rabbe, L. Boudoukha and S. Paletto, 

“Mechanical and chiemical modifications of PE surface by ion 

implantation, ” Material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 12, p141-152, Techna pub, S.r.i., 1995.(editor P. 

Vincenzini) 

4. 陳文斌, 劉博軒, 廖峻德, ”多孔性披覆對人工髖關節置換後之應

力遮蔽效應之影響”, 中華民國醫學工程學會期刊，Vol. 18, No. 1, 

1998。 

5. J.R. Atkinson, K.J. Brown, J. Lubr.“The wear of 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Part 1. The wear of isotropic polyethylene against dry 

stainless steel in unidirectional motion.”Technol. 100 (1978) p208-218. 

6. J.R. Cooper, D. Dowson, J. Fisher,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wear mechanisms in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WEAR 

162-164(1993) p378-384. 

7. K. Marcus, C. Allen, “Effect of fillers on the friction and wear  



  behaviour of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during water  

  lubricated reciprocating sliding wear”, WEAR 162–164 (1993)  

  p1091–1102. 

8. K. Marcus, C. Allen, “The sliding wear of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in an aqueous environment”, WEAR 178 (1994)  

  p17–28. 

9. O. Jacobs, N. Mentz, A. Poeppel, K. Schulte,“Sliding wear perform- 

ance of HD-PE reinforced by continuous UHMWPE fibres”,  WEAR  

244(2000)p20-28. 

10. O. Jacobs, M. Kazanci, D. Cohn, G. Marom,“Creep and wear  

   behaviour of ethylene–butene copolymers reinforced by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fibres”WEAR 253(2002) p618-625. 

11. K.Y. Lee, David Pienkowski,“Reduction in the initial wear of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after compressive creep  

deformation”, WEAR 203-204(1997) p375-379. 

12. 陳信嘉, 韋孟育, 王明誠, 陸正光，「超高分子聚乙烯之磨耗特性

研究-潛變效應的影響」，2005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中原大

學，2005年 12月 17。 

13. 黃彥結, 「股骨近端三維有限元素應力分析之臨床應用」, 碩士

論文，中原大學。 

14. E. Mcelfresh“History of Arthroplasty. Total Joint Replacement”3-18. 

Published by W. B. Saunders Company, 1991. 

15. P. Griss, R. Silber, B. Menkle, K. Haechner“Biomechanically induced 

tissue reaction after A1203-ceramic hip joint replacement.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results.”J. Biomed Mater. Res.7：p519-528, 

1976. 

16. G. H. Callaway, W. Flynn, C. S. Ranawat, T. P. Sculco, “Fracture of 

the femoral head after ceramic-on-polyethylene total hip 

arthroplasty.”J. Arthroplasty. 10：p855-859, 1995. 

17. E. W. Fritsch and M. Gleitz, “Ceramic femoral head fractures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Clin.”Orthop.328：p129-136, 1996. 

18. F. Higuchi, N. Shiba, A. Inoue, and I. Wakebe, “Fracture of an 

alumina ceramic head 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J. Arthroplasty. 10：

p851-854, 1995. 

19. S. krikler, and J. Schatzker, “Ceramic head fracture.”J. Arthroplasty. 

10：p860-862, 1995. 

20. I. T. Pulliam, and R. T. Trousdale, “Fracture of a ceramic femoral 

head after a revision operation.”J. Bone Joint Surg. 79A：

p118-121,1997. 

21. I. C. Clarke, A. Gustafson, H. Jung, and A. Fujisawa, “Hip simulator 

ranking of polyethylene wear.”Acta Orthop. Scand. 67：p128-132, 

1996. 

22. J. A. Davidson, “Characteristics of metal and ceramic total hip 

bearing surfaces and their effect on long-term ultra 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wear.”Clin. Orthop. 294：p361-378, 1993. 

23. V. O. Saikko, “Wear of polyethylene acetabular cups against alumina 

femoral heads.”Acta Orthop. Scand. 64：p507-512, 1993. 



24. V. O. Saikko, P. O. Paavolainen, and P. Slatis, “Wear of the 

polyethylene acetabular cup ：metallic ceramic heads compared in a 

hip simulator.”Acta Orthop. Scand. 64：p391-402, 1993. 

25. 蔡丕椿, 蔡明雄, 陳文照, 廖金喜編譯“材料科學與工程”出版年

1996。 

26. H. Unal, U. Sen, A. Mimaroglu,“Abrasive wear behavior of 

polymeric materials”Materials and Design 26：p705-710, 2005. 

27. H. Dong, W. Shi, T. Bell,“Potential of improving tribological 

performance of UHMWPE by engineering the Ti6Al4V 

counterfaces”Wear, Vol.225-229, p146-153, 1999. 

28. Y. Q. Wang, J. Li,“Sliding wear behavior and mechanism of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lene”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266：p155-160, 1999. 

29. C. Z. Liu, J. Q. Wu, J. Q. Li, L. Q. Ren, J. Tong, A. D. 

Armell,“Tribological behaviours of PA/UHMWPE blend under dry 

and lubricating condition”Wear. 260：p109-115, 2006. 

30. G. W. Ehrenstein, “Mit Kunststoffen konstruieren”, Munich, Carl 

Hanser, 1995. 

31. R. C. Ball, M. Doi, S.F. Edwards and M. Warner, Elasticity of 

entangled networks, Polymer 22：p1010–1018, 1981. 

32. 陳威明 , “淺談人工關節置換術”, 榮總人第十二卷第十一期 , 

1997。 



33. 吳佳勳, “粉末鍛造合金對超高分子聚乙烯磨耗之探討”,國立台灣

大學碩士論文, 1999。 

34. M. S. Hefzy, and S. P. Singh,“comparison between two techniques for 

modeling inter face conditiond in a porous coated hip 

endoprosthesis”Med. Eng. Phys. Vol.19, No.1, p50-62, 1997. 

35. R. Putz, and R. Pabst, ：Sobotta 彩色解剖學圖譜, 合記圖書出版社, 

出版年, 1999。 

36. J. Goodfellow, D. S. Hungefold, and M. Zindel“Patelofemoral joint 

mechanics and pathology. I.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patellofemoral joint.”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B58：

p287-290, 1976. 

37. J. R. Cournoyer, J. O. Ochoa, and S. M. Kurtz,“Relative mation at the 

backside of a metal-backed acetabular component under quasistatic 

and dynamic loading.”Trans. 43rd Orthop. Res. Soc. ：839, 1997. 

38. S. M. Kurtz, S. M. Gabriel, L. D. Bartel, “The effect of 

non-conformity between metal-backed and polyethylene inserts in 

acetabular components for total hip arthroplasty.”Trans 39th Orthop . 

Res. Soc.：434, 1993. 

39. B. F. Kavanagh, S. Wallrich, M. Dewitz, D. Berry, B, Currier, D. 

Ilstrup, and M. B. Conventry, “Charnley low-friction arthroplasty of 

the hip.” J. Arthroplasty. 9：p229-234, 1994.  

40. Y. H. Kim, V. E. M. “Cementless porous-coated anatomic medullary 

locking total hip prostheses.” J. Arthroplasty. 9：p243-252, 1994. 



41. C. G. Mohler, J. J. Callaghan, D. K. Collis, and R. C. Johnston,“Early 

loosening of the femoral component at the cement-prosthesis 

interface after total hip replacement.”J. Bone Joint Surg. 77A：

p1315-1322, 1995. 

42. William F. Smith, “材料科學概論”, 高立圖書有限公司, 出版年, 

2005。 

43. 林建中, “高分子材料科學(高分子材料機械性質)”, 文京圖書有限

公司, 出版年, 1999。 

44. 鄭惟心, “全人工髖關節中超高分子聚乙烯元件之應力分布：有限

元素法分析與臨床磨秏位置之比較”長庚大學碩士論文, 2004。 

45. 劉姿伶, “全人工髖關節髖臼杯力學穩定度之探討”國立成功大學

碩士論文, 2003。 

46. 伍紹鈞, “人工髖關節有限元素分析之整合介面開發”中華大學碩  

    士論文,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