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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參考先前學者之實驗數據及一般常應用於有限元素法之 PDL 力學性質，利用簡化之二維有限元素模型，探討牙齒於
Extrusion 與 Tipping 情況下，不同 PDL 之模擬方式於牙齒力學行為之影響並評估 principal fibers 之力學角色。結果發現非線
性之 PDL 其應力分佈明顯不同於線性之 PDL，且應力值也較高。增加 Principal fibers 會降低應力，減少牙齒之位移量。PDL
楊氏係數之設定也會影響分析結果。施力的方向會影響 PDL 內之應力分佈、應力值和牙齒之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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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牙周膜韌帶(PDL)是連接牙齒與齒槽骨之間的纖維結
締組織，其結構如同微動關節般(amphiarthroses)，藉由
纖維組織將牙齒懸吊於齒槽窩內。以力學觀點來看，
其具有支持牙齒，傳遞、吸收和分散咬合力之功能，
於牙科生物力學領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從
以往對於 PDL 之力學研究中可發現其結果均差異甚
大，其力學特性至今也尚未有明確之定義。雖然近幾
年來有限元素分析於牙科生物力學之應用愈來愈廣泛
與進步，但由於有否模擬 PDL 構造及其材料力學性質
之定義不同，所造成的結果亦大不相同。因此，如何
取得 PDL 更真實之生物力學性質，提升模擬之可靠
性，嚴然成為一項重要之議題。本研究目的為比較不
同材料性質之 PDL，考量 Principal fibers 之影響，作為
往後有限元素法之評估。

二、研究方法
FE model and boundary condition
本研究參考牙齒剖面結構，利用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ANSYS)建構二維牙齒模型，包括牙釉質、牙本質、
牙骨質、牙周膜韌帶、齒槽骨(硬質骨、疏鬆骨) (圖一)，
並根據牙科解剖資料於牙周膜韌帶內建構 principal
fibers(圖二)。於牙齒頰側施予不同方向 1-N 外力，分
別為垂直向上之 Extrusion 和側向之 Tipping，齒槽骨底
部固定進行模擬分析(圖一)，以了解 PDL 受力後，其
應力分佈及牙齒位移情形。

圖一 2D solid model and Boundary、load condition

圖二 Principal fibers model

Material property assumptions
將牙齒與齒槽骨之材料性質假設為均質等向性之線彈
性(linear elastic)材料，PDL 則分為非均質、線性(表一)
和非均質、非線性(圖三)。另外再假設 PDL 三種不同
範圍之楊氏系數，以比較材料性質之影響(表一)。
Principal fibers 則假設為非線性(圖四)

表一 材料性質[1-2]
Materials Young’s 

modulus
(MPa)

Poisson’s ratio

Enamel 84000 0.31
Dentin 19600 0.30

Cementum 19600 0.30
Cortical bone 13700 0.30

Cancellous bone 1370 0.30
PDL(linear)

MP1
MP2
MP3
MP4
MP5

0.303
0.208
0.143
0.179
0.25

0.45
0.45
0.45
0.45
0.45

MP_High
MP_Middle

MP_Low

68.9
50.0
0.07

0.45
0.45
0.45



圖三 PDL 非線性材料性質[1]

圖四 Principal fibers 之材料性質

三、 結果與討論
比較線性和非線性材料性質、principal fibers 之影響
PDL 若為非線性，則在舌、頰側齒頸處及根尖處，其
應力值明顯高於線性材料，而在牙根中段，不論為線
性或非線性材料，其應力值均偏低。其應力分佈情形
和先前學者所模擬結果是一致的，但由於本研究所給
予 PDL 厚度(0.2mm)較先前學者之設定薄(0.25mm)，因
此本研究所產生之最大應力值會較高[1]。在 PDL 內增
加 principal fibers 會降低應力值，且應力分佈情形類似
於非線性材料(圖五)。Principal fibers 降低牙齒之位移
量，幫助牙齒抵抗外力之作用(圖六)。此結果印證了一
般於臨床上所認為 PDL 能夠支持牙齒之力學角色。

圖五 應力分佈情形

圖六 對牙齒位移之影響

比較三種不同材料性質之影響
將 PDL 之楊氏系數均設為均質、等向性，且保留
principal fibers 情況下，發現當 PDL matrix 之楊氏系數
愈低，其抵抗變形之能力較弱，使牙齒產生較大之位
移量(圖七)。從結果可推斷，當 PDL matrix 與 principal
fibers 之楊氏系數相差太大時，則無法將 principal fibers
功能凸顯出來。

圖七 三種 PDL 材料性質對牙齒位移量之影響

比較垂直力與側向力之影響
當牙齒承受側向力時，除了在舌側會有高應力產生外
(193.75kPa) ，在牙根中段之應力值高於垂直力
(32.69kPa)，而其餘區域之應力值明顯偏低。原因可能
是在牙根中段之 principal fibers 走向為斜向，抵抗側向
力之能力較弱。在牙根底部 principal fibers 走向與齒槽
骨垂直，當承受一向上垂直負荷時，principal fibers 因
張力之作用而產生較大應力。由於 PDL 抵抗側向力之
能力較弱，因此導致牙齒有較大位移量(16.28μm)。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和先前學者分析結果比較[1]，除了應力值有所
差異外，其應力分佈情形是相同的，應可證明本研究
所使用之模型具一定程度之可靠性。由結果發現不同
PDL 及 principal fibers 之材料性質，明顯會影響應力分
佈情形及牙齒位移量。PDL 若為非線性，其應力值相
較於 PDL 為線性材料時來得大，尤其是位於兩側齒頸
部與牙根尖處。若增加 principal fibers 可降低牙齒應力
和位移，應力分佈情形和非線性時相似。施力方式會
影響位移量，側向施力增加齒頸部之位移量，垂直施
力則提高牙根尖處之位移量。由以上結果可知 PDL 對
力學反應之重要性，惟目前對 PDL 細部組織構造之力
學行為並不明確，實驗結果差異甚大，因此，若能夠
進一步明確瞭解 PDL 之力學行為，對於 PDL 在牙科生
物力學之機制與定位將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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