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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氧樹脂填補木材前後之損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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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構造建築承受時間與外在環境條件影響甚鉅，易產生腐朽亦或裂縫成長等問題，其
相關維護方式較無系統性之探討。為探討木材損傷後修補成效，本研究藉由商用有限元素
分析軟體 ABAQUS，搭配自行撰寫使用者副程式 UMAT 與 DFLUX，分別描述木材組成
律與木材表面水分傳遞模型，並採用延伸有限元素法與膠合損傷模型，模擬損傷修補相關
行為。藉由木材拉伸試驗與扭轉剛性試驗獲致抗彎數值分析所需基本材料參數，損傷參數
則藉由抗彎數值分析與抗彎試驗結果之力量-位移反應擬合獲得。將上述所得參數導入抗
彎數值分析，進行三種開槽斷面形狀與三種開槽位置之填補前後抗彎數值分析，並與相對
應統計後試驗結果進行比較，藉以檢視木材損傷修補流程之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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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林業發展於台灣建構材料具有舉足
輕重地位，大量開採針葉樹始於日治時
期，其多用於如興建平房等民生需求，稀
有珍貴之台灣紅檜則多直接運往日本作
為寺廟或神社等建材使用。木構造建築優
點眾多，台灣處地震頻繁帶，木材具備韌
性強、彈性佳、與阻尼比高等特點，因此
較鋼筋水泥建築更能弭除地震能量。木構
造建築於火災發生時，木材表面經過燃燒
後形成碳化層，可有效阻擋火勢往木材內
部燃燒，仍可支撐主體結構不致快速崩
塌。木材亦具備質地輕與易加工等優點，
且與其餘建材相較屬環保建材，於加工過
程中，如以同單位面積之鋼骨結構與木材
結構相較，鋼材所排放二氧化碳約為木材
排放量之 3.6 倍[1]，因此木構造建築幾為
最契合現今大力推行綠建築理念之構築
方式。
木材為一多孔質之生物性材料，惟其
易隨使用時間而遭受腐朽與劣化，進而影
響木材結構損傷與安全性之疑慮。台灣屬
海島型氣候，高溫多濕環境容易造成傳統
木構造建築顯著傷害，如何修補木構造建
築因此為一重要課題，目前以木構件整根

抽換亦或利用高分子黏著劑進行修補木
構件裂縫區域最為廣泛。以修補技術而
言，修補時機與位置並無具體規範，有鑑
於此，本研究擬針對以環氧樹脂進行木構
件開槽填補後之成效進行探討。
木材於建材使用為不可或缺材料之一，其
雖易隨長時間與環境變化造成顯著傷
害，然拜現代科技所賜，可利用各種修補
方式延長其使用壽命，修補範圍可區分為
局部修補、半解體修護、與大解體修護
[2]。於局部修補領域，主要作法係將木材
如腐朽亦或裂縫等缺陷區域進行開槽，再
填入膠料以達修補目的，惟目前並無一套
具體施工標準與程序[2]，僅憑經驗進行修
補，且易於過度依賴補強材料，導致木材
產生難以彌補傷害。近年來科技發展迅
速，電腦運算效能大幅提升，數值分析遂
成為可靠工具，其可大幅降低實際試驗成
本。本研究因此擬以數值分析探討木材三
種開槽形狀與三種開槽位置之填補前後
反應，搭配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ABAQUS
[3]，採用合理描述木材組成律與木材表面
水分傳遞模型，分別撰寫使用者副程式
UMAT 與 DFLUX，並配合適當損傷模
型，進行環氧樹脂填補前後木材抗彎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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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並與相對應試驗結果進行比對，藉
以驗證模擬之合宜性。

二、文獻回顧
一般木材為典型之異向性材料，其機
械性質除受本身含水率、節、與材料方向
性影響外，亦相當程度承受包含外在負
荷、時間、溫度、與相對溼度效應等影響。
Avramidis [4]分別針對四種數值模型，探
討當外在環境溫度與相對溼度改變時，木
材表面水分傳遞之變化，其中以 Zuritz 等
人[5]提出之數值模型與試驗量測具備良
好 之 吻 合 度 。 Hanhijärvi 與
Mackenzie-Helnwein [6]根據先前單軸拉
伸試驗，提出正交異向性之木材組成律，
其可解釋黏彈性、塑性、濕氣膨潤、與機
械吸附等效應。Stefania 等人[7]執行木材
結構於不同環境條件下之三維耦合水分
與應力數值分析，採用 Hanhijärvi 等人[6]
提出之正交異向性組成律，外在環境相對
濕度與木材表面水分傳遞之關係則採用
Zuritz 等人[5]提出之木材表面水分傳遞數
值模型，執行有限元素分析，探討木材結
構於外在相對溼度條件變化下之機械行
為。
宋[2]指出木材承受長時間負荷與外
在環境改變條件下，可能造成木材構件損
壞，進而影響結構之安全性。de Moura
參與之研究團隊[8-11]根據基本樑理論與
破壞力學理論，建立木材與膠合層之損傷
模型，配合雙懸臂樑試驗，分別針對木材
與膠合層進行不同負荷型態之試驗，藉以
獲得木材與膠合層之損傷模型所需參
數。Campilho 等人[12]採用前人[8-11]之
木材與膠合層損傷參數，搭配商用有限元
素分析軟體 ABAQUS [3]之膠合損傷模型
與膠合元素，檢視碳纖維複合材料修補木
材之效益。於損傷數值分析中採用膠合損
傷模型與膠合元素時，需根據相對應試驗
結果設定木材可能裂縫位置、長度、與成
長方向後方可進行模擬分析。Moës 等人
[13]採用濃縮函數(enrichment function)應
用於裂縫成長分析，此新發展技術具備於
裂縫可能成長區域不需重新劃分網格之
優點。Sukumar 等人[14]將 Moës 等人[13]

提出之方法稱為延伸有限元素法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並將其
應用於三維裂縫成長之模擬。Moës 與
Belytschko [15]進一步將裂縫可能成長區
域定義為膠合區域，並結合膠合損傷模型
與延伸有限元素法，模擬裂縫成長行為。
延伸有限元素法發展十餘年來，已被廣泛
運用於各種材料損壞之數值分析，例如
Huynh 與 Belytschko [16]將延伸有限元素
法應用於探討複合材料之介面損傷行
為，Unger 等人[17]應用其於混凝土之裂
縫成長數值分析，及 Ashari 與 Mohammdai
[18]應用其於正交異向性碳纖維材料之損
傷評估。

三、試驗量測
因木材屬異向性材料，於模擬過程中
需要各方向楊氏係數及波松比，與各平面
之扭轉剛性。本研究利用基本試驗獲得相
關參數，並規劃抗彎試驗檢視木材損傷過
程。選擇台灣木造建築常用之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為試材，進行縱
向拉伸試驗、橫向拉伸試驗、扭轉剛性試
驗、與抗彎試驗。
3.1 拉伸試驗
製作完之拉伸試材架設於萬能試驗
機，如圖 1 所示，將試材上縱向與橫向應
變規之延伸導線連接至訊號擷取卡相對
應腳位。以 2~3 mm/min 拉伸速率進行試
驗，訊號擷取卡可分別獲致萬能試驗機輸
出負荷與應變規量測之電壓變化量，藉由
LabVIEW [19]獲致應力-應變曲線，接續
轉換為各方向之楊氏係數與波松比。

圖1 拉伸試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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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扭轉剛性試驗
國內目前於扭轉剛性並無明確標準
規範，且受限於試驗設備，本研究參考美
國 材 料 實 驗 協 會 (America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D198 規
範，於此採用以萬能試驗機搭配小型扭轉
剛性夾具。試材採用 CNS 454 木材抗彎強
度試驗法[20]之試材製作。本試驗採用
Saint-Venant 扭轉理論[21]，並以萬能試驗
機取代扭轉試驗機，其架設方式如圖 2 所
示，將試材固定於夾具上，夾具則由鋁擠
型架構固定，當萬能試驗機帶動鋁擠型架
構下降時將施加一力量 可接續轉換為扭
轉剛性。

生向下位移，其中弧形探頭直徑約為 4.8
cm。根據 CNS 454 木材抗彎強度試驗法
[20]，載重體需以恆定速率進行，因此弧
形探頭之下降速率為 2 mm/min，並藉由
萬能試驗機紀錄相對應荷重與位移資訊。

上板路開槽

水平開槽

下板路開槽

圖 3 開槽位置示意

unit: mm
unit: mm
unit: mm
半圓加矩形斷面 矩形斷面 倒三角形斷面
圖 4 斷面溝槽尺寸

四、數值分析
圖 2 扭轉剛性配置
3.3 抗彎試驗
本試驗依據 CNS 454 木材抗彎強度
試驗法[20]第五節之試材製作，試材為正
方形橫斷面柱體，斷面邊長為 30 mm，下
方兩支撐點之距離為斷面邊長 14 倍，試
材長度為 500 mm。主要探討木材於不同
開槽形狀與不同位置之損壞情形，可分為
上板路、水平、與下板路開槽，如圖 3 所
示。搭配矩形斷面、倒三角斷面、與半圓
加矩形斷面三種型式，以花鉋機進行人工
開槽，獲致三種開槽形狀與三種開槽位置
各四根試材進行抗彎試驗，斷面溝槽尺寸
如圖 4 所示，其中為配合花鉋機之刀具尺
寸限制，以寬度為 9 mm 進行開槽。
抗彎試驗採用三點荷重進行量
測，將製作完試材架設於萬能試驗機上，
其下方由兩塊直徑為 3 cm 半圓鐵塊支
撐，上方則由萬能試驗機帶動弧形探頭產

本研究係利用商用有限元素分析軟
體 ABAQUS [3]，根據材料組成律與木材
表面水分傳遞模型，搭配自行撰寫之使用
者副程式 UMAT 與 DFLUX，並採用膠合
損傷模型模擬木材損傷過程，其模擬流程
如圖 5 所示。

圖 5 數值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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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組成律可描述彈性、濕氣膨潤、
黏彈潛變、與機械吸附潛變等效應，並利
用使用者副程式 UMAT 進行撰寫。木材
表面水分傳遞模型主要描述外在環境相
對溼度變化與木材表面水分傳遞之關
係，其利用使用者副程式 DFLUX 進行撰
寫。木材損傷模型則採用膠合損傷模型並
配合二次判準進行損傷分析。木材損傷模
型則採用膠合損傷模型並配合二次判準
進行損傷分析。邊界條件設定係根據抗彎
試驗設置，如圖 6 所示。數值分析中，網
格敏感度為一重要課題，針對木材模型中
裂縫可能成長區域，鋪設不同網格層數進
行分析，當網格層數達 24 層時，其力量
與位移反應趨於穩定，因此採用 24 層網
格應用於木材數值分析。此外，本研究以
延伸有限元素法(XFEM)描述裂縫相關行
為，此技術具備於裂縫可能成長區域不需
重新劃分網格之優點。基於抗彎試驗結果
將裂縫初始位置設置於試材中央處，裂縫
成長路徑則不因設定初始方向不同而改
變。本研究採用膠合損傷模型描述木材之
裂縫成長行為，惟膠合損傷參數取得不
易，因此部分參數根據 Campilpho 等人進
行雙懸臂樑試驗獲得木材損傷參數，其餘
參數則以抗彎試驗結果與數值計算結果
進行擬合。

15°。其計算結果如圖 7 所示，其顯示裂
縫沿斜走木理方向而非沿垂直方向成長。
本研究亦進行抗彎試驗試材之年輪
傾斜角探討，其為弦向方向與試材底面之
夾角。根據試驗觀察，試材夾角範圍約為
0°~90°。本研究為探討年輪傾斜角對於力
量-位移反應與裂縫成長方向之影響，將
木材模型之年輪傾斜角分別設置為 0°、
15°、30°、45°、60°、75°、與 90°。採用
矩形上板路開槽模型進行抗彎數值分
析，其力量-位移反應如圖 8 所示，其顯
示具備不同年輪傾斜角之力量-位移反應
差異並不顯著，且裂縫皆沿垂直方向成
長。

圖 7 矩形上板路開槽之木理傾斜角 15°數
值分析結果

圖 8 矩形上板路開槽具備不同年輪傾斜
角之力量-位移反應
圖 6 抗彎數值分析之邊界條件設定
此外，木材為異向性材料，於數值分
析中需定義木材模型為相互垂直之縱
向，弦向，與徑向材料方向。根據前述其
裂縫均沿垂直方向成長，惟抗彎試驗結果
顯示部分木材裂縫並非沿垂直方向成
長。根據王[21]觀察木材於引張側倘若存
在斜走木理，裂縫並非沿垂直方向成長。
於此將木材模型之木理傾斜角，其定義為
木理(縱向)方向與試材縱軸之夾角，設為

五、杉木抗彎試驗結果與數值分析
結果探討
5.1 杉木開槽後抗彎試驗結果與數值分析
結果分類與比較
杉木開槽後抗彎試驗與數值分析結
果除比較相對應力量-位移反應外，亦進
行裂縫成長結果比對。因三種斷面形狀之
裂縫成長差異並不顯著，於此僅挑選倒三
角形斷面之上板路開槽、水平開槽、與下
板路開槽之試材與相對應數值分析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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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成長結果進行比對，如圖 9 至圖 11 所
示。由抗彎數值分析結果可得各位置開槽
之裂縫成長皆大致沿垂直方向，與試驗觀
察結果相符。

礙於篇幅限制，杉木開槽後抗彎數值
分析與抗彎試驗之力量-位移反應比較，
僅列出半圓加矩形開槽結果，其分別顯示
於圖 12 至圖 14。本研究將九種抗彎數值
分析與抗彎試驗結果平均值進行分類比
較可得，於相同開槽形狀不同開槽位置之
力量-位移反應顯示，分析所得線性區段
斜率均以水平開槽為最大，下板路開槽次
之，上板路開槽最小，此趨勢與試驗結果
平均值相符。可承受最大力量均以水平開
槽為最大，上板路開槽次之，下板路開槽
最小，此趨勢與矩形及倒三角形開槽形狀
試驗結果平均值相符，然與半圓加矩形開
槽形狀試驗結果平均值不相符原因可能
在於，半圓加矩形之上板路開槽試材密度
與秋材率顯著小於水平與下板路開槽試
材，導致其可承受力量減弱。最大力量之
相對位移均以上板路開槽為最大，下板路
開槽次之，水平開槽最小，此趨勢與上板
路開槽試驗結果平均值最大相符，水平開
槽與下板路開槽試驗結果差異則不顯
著；於不同開槽形狀相同開槽位置之力量
-位移反應顯示，分析所得線性區段斜率
均以半圓加矩形開槽為最大，矩形開槽次
之，倒三角形開槽最小，此趨勢與倒三角
形開槽試驗結果平均值最小相符，半圓加
矩形開槽與矩形開槽試驗結果差異則不
顯著。可承受最大力量均以半圓加矩形開
槽為最大，矩形開槽次之，倒三角形開槽
最小，此趨勢與倒三角形開槽試驗結果平
均值最小相符，半圓加矩形開槽與矩形開
槽試驗結果差異則不顯著。最大力量之相
對位移則以半圓加矩形開槽為最大，矩形
開槽次之，倒三角形開槽最小，然於試驗

結果平均值中並無一致趨勢。
於杉木開槽後抗彎數值分析亦可得
抗彎彈性係數，並與杉木開槽後抗彎試驗
結果平均值進行比較。於相同開槽形狀不
同開槽位置顯示，分析所得抗彎彈性係數
均以下板路開槽為最大，上板路開槽次
之，水平開槽最小，此趨勢與試驗結果平
均值相符；於不同開槽形狀相同開槽位置
顯示，分析所得抗彎彈性係數均以倒三角
形開槽為最大，矩形開槽次之，半圓加矩
形開槽最小，此趨勢與倒三角形開槽試驗
結果平均值最大相符，半圓加矩形開槽與
矩形開槽試驗結果差異則不顯著。

圖 12 半圓加矩形上板路開槽後之
數值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圖 13 半圓加矩形水平開槽後之
數值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圖 14 半圓加矩形下板路開槽後之
數值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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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杉木開槽填補後抗彎試驗結果與數值
分析結果分類與比較
礙於篇幅限制，杉木開槽填補後抗
彎數值分析與抗彎試驗之力量-位移反應
比較，僅列出半圓加矩形開槽填補後結
果，其分別顯示於圖 15 至圖 17。本研究
將九種抗彎數值分析與平均抗彎試驗結
果進行分類比較可得，於相同填補形狀不
同填補位置之力量-位移反應顯示，分析
所得線性區段斜率均以水平填補為最
大，下板路填補次之，上板路填補最小，
此趨勢與試驗結果平均值相符。可承受最
大力量均以水平填補為最大，上板路填補
次之，下板路填補最小，此趨勢與試驗結
果平均值相符；於不同填補填補形狀相同
填補位置之力量-位移反應顯示，分析所
得線性區段斜率均以半圓加矩形填補為
最大，矩形填補次之，倒三角形填補最
小，此趨勢與倒三角形填補形狀試驗結果
平均值最小相符，半圓加矩形填補與矩形
填補抗彎試驗結果差異則不顯著。可承受
最大力量均以半圓加矩形填補為最大，矩
形填補次之，倒三角形填補最小，此趨勢
與倒三角形填補形狀試驗結果平均值為
最小相符，半圓加矩形填補與矩形填補試
驗結果差異不顯著。於杉木開槽填補後抗
彎數值分析亦可得抗彎彈性係數，並與杉
木開槽填補後抗彎試驗結果平均值比
較。於相同填補形狀不同填補位置顯示，
分析所得抗彎彈性係數均以水平填補為
最大，下板路填補次之，上板路填補最
小，此趨勢與試驗結果平均值相符；於不
同填補形狀相同填補位置顯示，分析所得
抗彎彈性係數均以半圓加矩形填補為最
大，矩形填補次之，倒三角形填補最小，
此趨勢與倒三角形填補形狀試驗結果平
均值為最小相符，半圓加矩形填補與矩形
填補抗彎試驗結果差異則不顯著。
進一步將填補前後之抗彎數值分析
進行比較，對於三種填補形狀與三種填補
位置而言，其線性區段之平均斜率與平均
可承受最大力量，均顯示填補後試驗結果
較大。此外，對於相同填補形狀之水平位
置而言，平均抗彎彈性係數均顯示填補後
試驗結果大於填補前試驗結果，惟上板路

與下板路填補不符合此趨勢，推測其承受
面積慣性矩影響較大，導致填補後平均抗
彎彈性係數較小。

圖 15 半圓加矩形上板路開槽填補後之
數值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圖 16 半圓加矩形水平開槽填補後之
數值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圖 17 半圓加矩形下板路開槽填補後之
數值分析與試驗結果比較

六、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透過有限元素分析，搭配自行
撰寫之木材組成律與木材表面水分傳遞
模型，並採用延伸有限元素法與膠合損傷
模型進行木材開槽填補前後之抗彎數值
分析，其中延伸有限元素法除不需於裂縫
可能成長區域進行網格重新劃分，亦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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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設定裂縫可能成長路徑。木材基本材
料參數係藉由拉伸試驗與剛性扭轉試驗
結果而得，木材損傷參數則藉由抗彎數值
分析與抗彎試驗結果之力量-位移反應進
行擬合獲得。為探討不同開槽形狀與位置
之填補前後抗彎試驗結果差異性，以
Tukey 事後比較法進行線性區段斜率、可
承受最大力量、最大力量之相對位移、與
抗彎彈性係數比較，惟 Tukey 事後比較法
顯示僅少數幾組具有顯著差異，其餘皆顯
示無顯著差異。為與數值分析結果進行比
較，本研究以抗彎試驗結果平均值與數值
分析進行比較，其所得力量-位移反應之
線性區段斜率、可承受最大力量、最大力
量之相對位移、與抗彎彈性係數大致均具
備良好吻合度。此外，將三種開槽形狀與
三種開槽位置之填補前後木材進行抗彎
試驗與數值分析，兩者呈現相符裂縫成長
方向。
本研究撰寫之木材組成律同時考慮
濕氣膨潤、黏彈潛變、與機械吸附等效
應，未來可應用於如探討木材長時間之潛
變行為，亦或耦合計算流體動力學探討木
材於乾燥過程之含水率變化與可能裂縫
發展，並配合相對應試驗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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