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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体足底压力和剪切力的测量 ,运动状态下足部各关节、骨和韧带的作用及影响 ,以及足部生物力学建

模和有限元分析是足部生物力学研究的热点 ,也是足部疾病康复研究的基础。 本文对上述三方面的研究作了综述

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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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plantar pressure and shear fo rce measurement, the function and effect o f joints, bones and lig-

aments of fo ot during running and wa lking , and the modeling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 sis of human fo ot are th ree

impo rtant a spects in biomechanica l study of foo t. They ar e also the basis o f the study o f rehabilita tion. In this pa-

pe r, studies on the thr ee aspects ar e review ed, and fur th er promising developm ents a re propo 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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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生物力学的研究范围包括整个人体 ,足部生物

力学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足部生物力学研

究的兴起是几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 ,从

临床角度来说 ,随着糖尿病治疗手段的不断改进 ,尽

量延长病人的生命已经成为可能 ,但同时糖尿病并

发症糖尿病脚的发病率也不断上升 ,医学工作者迫

切地想知道糖尿病脚等病理现象的原因 ,生物力学

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 其次 ,从市场角度来说 ,

各种功能鞋和运动鞋有着很大的消费市场 ,消费者

往往要求这类鞋具有特殊功能、穿着舒适并具有保

护作用 ,生物力学研究可以方便地指导这些鞋类的

设计。 最后 ,从技术角度来说 ,电子测量技术和计算

机技术为足部生物力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研究人员

可以利用多种测量技术获得足底压力 ( plantar pres-

sure)和剪切力 ( shea r fo rce)并用计算机加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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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AD系统和专业有限元分析软件对足部建模

和分析。总之 ,足部生物力学研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

艾的阶段 ,适时地综述前人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今

后工作的展开。

2　 足底压力、剪切力测量及其应用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对足底和支撑面之间的压

力分布的测量可以为研究足部的结构、功能和体态

控制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 ,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些信

息对一些足部疾病作出合理的解释。据文献记载最

早的足底压力分布测量研究是 1882年由 Beely完

成的 ( Elf tman
[1 ] ) ,但当时的实验所得到的只是足部

的外形轮廓而非足底压力模式。在随后的一个世纪

里 ,为方便测量人们应用了很多物理原理以实现从

力信号到其他物理信号的真实转换。

按足部压力测量系统的原理可以把测量技术分

为四类: ( 1)直接复印法。 Morton [2 ]是最早利用复印

技术记录足部压力分布的学者之一 ,他所设计的活

动摄影机 ( Kinetog raph )技术利用橡胶的弹性把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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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换为一定比例的变形 ,这一原理成了随后许多

发展的基础。 80年代初 ,出现了用铝箔取代墨水和

纸张作为复印介质的改进技术 [3 ] ,这一技术不仅可

以得到即时可见的足部印痕 ,还可以通过光学扫描

得到量化结果。随后 ,一些用于分析足部印痕的商业

系统也陆续出现 ,如 , M oo re商业公司生产的

SHU TRAK系统、 Fuji公司生产的 PRESCALE系

统 ,这些商业系统已广泛应用于矫形治疗和假肢生

产等领域。 ( 2)可视化复印技术。 Kinetog raph技术

发展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摄影机记录下即时的压力曲

线 ( barog ram ) ,从而获得足底压力分布的图像。

Elf tman
[ 1]
的自动压力计 ( Ba rog raph)就是这一技术

的成果。第二代自动压力计出现在 1950年前后 ,它

应用的是另一种光学原理 , Pedopa ro g raph
[ 4]系统是

这一技术的代表 ,该系统首次使用了显示器和图像

处理技术 ,可以通过黑白或彩色图像进行局部压力

分析 (见图 1)。随后 ,研究人员又利用光弹性作为压

力转换方式 ,研制出 Pho toelastopodometry[ 5 ]系统。

Cavanagh和 Michiy oshi
[6 ]
用类似的技术并加以计

算机处理得到了准三维压力曲线 ,曲线上各点的纵

向坐标值与足底该点处的压力成比例 ,直观地反映

了足底压力分布状况 (见图 2)。近年来 ,计算机和图

像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更

为广泛的前景 ,动态压力分布的测量和量化分析已

经成为可能。 ( 3)压力板 ( Fo rce Plate)和载荷单元

( Load Cell)技术。压力板具有多个按足部结构划分

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可独立地记录作用于其表面的

压力 ,而载荷单元法是用载荷单元阵列作为足部支

撑 ,各单元之间并不加以联系 ,这样载荷单元就可以

记录特定解剖部位上的载荷状况。压力板和载荷单

元多采用力—电转换技术 ,足底压力被转换为方便

测量的电信号 ,可得到相当精确的结果但具有电延

迟性 ,不利于动态研究。而同时具有精确性、良好的

动态响应和高灵敏度的压电晶体技术就成为很好的

替代。 而且电工学的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该技术的

充电泄露问题 ,使其成为足底压力测量的有力工具 ,

著名的 KISTLER压力板就是应用该技术的商业测

量系统。 ( 4)鞋内垫 ( inlay )测量技术。研究人员为了

对进行日常活动的实验对象的足部载荷加以记录 ,

设计了嵌入鞋内垫的压力转换装置。 鞋内垫测量可

以对足部与鞋的接触反应作出评价 ,对设计具有特

殊功能的鞋类有重要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 ,鞋内垫

装置可以连续记录行进中的足部压力 ,而压力板只

能记录其中的一个步态时相。另一类可获得连续足

底压力分布的方法是用附着于足底的压力转换垫片

进行测量。 Schw ar ts和 Heath
[ 7]利用这一思想设计

出一个具有 12个压力传感碟片的系统 ,压力传感碟

片被附着在大趾 ,第一、第三和第五跖骨前端 ,以及

跟骨的中部和后部 ,并用导线连接到电流计 ,给出有

12个通道的与时间相关的压力曲线。以上四类测量

系统并不能完全包括所有足部测量技术 ,但它可以

作为各种方法比较的基础。

图 1　 Pedoparograph系统得到的足底压力曲线 [2]

Fig 1　 The plantar barogram acquired by Pedoparograph [2]

图 2　Cavanagh和 Michiyoshi得到的足底准三维压力曲线 [6]

Fig 2　 The quasi-three dimensional plantar pressure plot acquired

by Cavangh andMichiyoshi [6]

　　早期的足底力的测量往往局限于垂直载荷分量

(即压力 )。一方面当时认为在生物力学和临床医学

的研究中 ,压力的意义要大于剪切力 ;另一方面则是

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对数值较小的剪切力测量很

不方便。 80年代初 ,由 Tappin
[ 8]
领导的研究小组率

先报道了用抗磁性压力转换元件附着于足底进行剪

切力测量的研究。 Pollard等 [9 ]给出了应用这一装置

研究一组穿着不同鞋类的实验对象 ,并给出了相应

的剪切力分布的结果。 随后 ,基于共聚物薄膜 [10 ]和

发光二级管 [11 ]的转换装置也相继研制 ,由于减小了

转换装置坚硬程度 ,测量时装置对局部应力的影响

大大降低。进入 90年代 ,可同时测量压力和剪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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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置的研制及相关研究成为热点 , Ho sein和

Lo rd
[12 ]在分析足底应力分布图时 ,设计了一种鞋内

垫压力、剪切力测量装置 ,利用嵌入内垫的传感器测

量了四个跖骨前端及跟骨的剪切力 ,并得到了同一

状态下压力分布 ,为以后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有力的

数据。 Davis等
[13 ]报道了一种利用应变计量技术同

时测量足底压力和剪切力的装置 ,具有很好的精确

性 ,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

足部力测量研究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 1)通过足部与地面之间的压力模式来定义正常足

的结构和功能。 Klenerman编著的 The Foo t and Its

Diso rders比较全面的概括了这一研究领域。 Elf t-

man
[1 ]研究了纵向足弓与扁平足和足中部载荷之间

的关系。Barnett
[14 ]分析证明了跖骨前端的横向足弓

的存在 ,并和 Leduc等人早期提出的假设做了对

比。 ( 2)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研究糖尿病患者足底溃

疡、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足骨变形等病理现象 ,对矫形

术作出合理的评价 ,以及假肢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

制造。 这些领域的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足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

足部及其周边结构作为重要的运动器官 ,长期

以来都受到运动生物力学家的关注。 人们最初是对

足部和踝关节在步行或运动过程中的运动学行为进

行分析 ,一般采用在体或模型方式研究。 Sieg ler

等
[15 ]
在体研究了人体踝关节和距下关节 ( subtalar

joint )的三维运动学特性 ,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

对认识踝关节、距下关节和足—腿综合体的结构以

及它们在旋转、内翻等足部运动过程中的作用有指

导意义。 Sammarco等
[16 ]
利用瞬时旋转中心方法

( the instant center o f ro tation)考察了踝关节在背

曲和内曲 ( dorsi flexion /planta rf lexion)动作中的运

动学特性。 Engsberg
[17 ]
则利用有限螺旋轴法 ( the fi-

ni te helica l axis method)研究了距下关节的三维运

动学特性。此外 , Scot t和 Winter
[18 ]研究了腿部和跟

骨间各关节步行时的运动学和动力学 ,他们假设距

腿关节 ( talocrural joint )和距跟关节 ( talocalcaneal

joint )是单自由度的绞式关节 ,得到了一些合理的结

果。

近些年来 ,由于参加跑步锻炼人数的增多和路

程的增长 ,医生们经常会面对那些因跑步导致足部

受伤的病人。 然而 ,由于还不清楚许多伤情的病因 ,

严重阻碍了类似病情的防治 ,因此对跑步过程中足

部受力的生物力学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一般认为 ,

跑步过程中运动幅度过大会直接导致下肢受伤。

Gross和 Bunch
[19 ]对十名跑步者的研究发现 ,当跑

步速度增大时 ,足底各部分的平均峰值应力也会有

显著增大 ,测量到的最大应力发生在第二、三跖骨前

端和大趾底部 ,为解释跑步者经常发生跖骨“疲劳骨

折”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Bobbert等 [ 20 ]把人体模型

化为 7部分刚体 ,考察了在跑步时足部着地阶段身

体各部分对足部地面反力 Fz ( t)的贡献 ,分析发现支

撑腿是 Fz ( t )的第一个峰值的主要来源 ,而第一峰值

的大小则由身体其他部分决定 ,如果跑步姿势发生

改变 ,对 Fz ( t )作出主要贡献的部位也相应变化。 他

们同时还指出 ,如果考虑冲击力峰值与足部受伤的

关系以及跑步鞋对峰值力的影响 ,身体各部分对

Fz( t )的影响的计算将更具说服力。Wit等
[ 21]
在研究

中让九位实验主体在穿鞋和赤足两种状况下以三种

不同的速度跑步 ,发现赤足跑步会产生较大的外部

载荷率和足部接触率 ,并认为足底接触率的增加可

以帮助赤足跑步者减小足跟处的局部压力。 除了运

动学和动力学的研究 ,对跑鞋设计的研究也是一个

热点。 Nigg 等
[22 ]研究了 竞走运 动中鞋中 垫

( midso le)的硬度对外部冲击力的影响 ,发现鞋中垫

的硬度并不影响外部垂直冲击力的大小和载荷率 ,

更不会改变冲击力峰值和地面反力的作用位置 ,也

就是说 ,鞋中垫的变化并不会产生更好的缓冲效果。

但是 ,鞋中垫硬度的变化会影响外力对足内部结构

的作用 ,柔软的中垫会减小韧带力而增大关节力 ,坚

硬的中垫效果相反。 研究现有的足部运动生物力学

文献 ,可以看出三维运动学和动力学的研究还处于

初级阶段 ,一方面是因为三维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参

数测量有困难 ,另一方面是由于较精确的三维运动

模型难以建立 ,今后的研究将会深入这一领域。

4　足部生物力学模型及有限元研究

全面了解正常和非正常足部在不同载荷下的应

力分布可以为我们研究足部生理学和病理学提供十

分有用的信息。因此 ,能否提出合理的足部生物力学

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就成为足部生物力学研究的关

键。

研究初期 , 关注的重点局限于足部的数学模

型 ,通过对一个足部骨骼的解剖结构加以数学描述 ,

计算和分析足部的作用力。 Salathe等
[ 23]用一个静

不定结构模拟足部结构 ,支撑点为五个跖骨前端和

跟骨块状体 (见图 3)。他们假设跟骨 ( calcaneus)、距

骨 ( talus)、舟骨 ( navicular)、立方骨 ( cuboid)以及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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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骨 ( cunei fo rms)为刚性体 ,分析了足底腱膜的作

用、跖骨的变形以及关节的弯曲。这种研究方法带来

的好处在于它把一定的应力分布与足部生理状态联

系起来 ,可以对临床治疗效果作出预测。同样是

Salathe领导的研究小组 [24 ] ,为明确韧带和腱对吸

收冲击波的作用 ,提出了一个从解剖学角度看来十

分精确的模型 ,考虑到了足部所有的骨骼并计算了

关节的偏转以及韧带和腱的伸长。并利用这一模型

检验了关于足部吸收冲击波的假设 ,即当足部变形

时 ,相应地控制韧带和腱的伸长可以吸收大部分在

冲击时损失的动能。 Hoy等
[25 ]
试图通过对人体下肢

的建模来研究运动过程中肌腱的功能及肌肉的协调

性。这一模型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考虑了下肢各关节

的转动角度和肌腱力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对

肌腱的功能认识的误差。 值得注意的是 , Mizrahi

等 [26 ]在模拟足部突发内翻时 ,提出了用一个准线性

二阶欠阻尼系统模拟距下关节的想法 ,并依据这一

模型得到了一些合理的结果。

图 3　 Salathe等模型化的足部静不定结构 [23]

Fig 3　 The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 of human foot modeled

by Salathe et. al. [23]

图 4　 Jocob和 Patil用 X光照片建立的足部有限元模型 [27,28]

Fig 4　 The FEM model of human foot modeled by Jocob and Patil

with X-ray photos[27, 28]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有限元理论的不断发展 ,人们

开始大量使用数值模型和有限元法分析复杂的结构。

最近几年出现了大量有限元分析软件包 ,如 AN-

SYS, ABAQUS, N ISA,为生物力学研究人员方便、

经济地进行足部生物力学建模和计算创造了条件 ,已

有一些文献报道了相关研究。可以说 ,借助于数值建

模和有限元分析 ,生物力学研究人员已经可以探索和

研究一些复杂的足部功能的原理和足部疾病的病因。

数值建模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考察对象的几何

数据 ,足部有限元分析所需的几何数据往往来自医学

成像系统。根据成像系统的原理把几何数据来源分为

以下几类: ( 1) X光照片。 从不同方位的多幅 X光照

片获得几何数据重建足部的三维模型是一种方便、经

济的方式。 Jocob和 Pa til
[27, 28 ] ,就是从一健康主体和

一患有 Hansen氏病的主体的 X光照片中获得足部

几何数据进行有限元对比分析的。但是通过这一方法

得到的模型 (见图 4)比较粗糙 ,仅仅能给出一个足部

的大致轮廓 ,不能细致地分辨足部各骨和其他组织。

( 2)扫描视频图像。通过对足部解剖视频文件扫描 ,给

出足部的几何轮廓 ,这种方法同样面临着上一种方法

的缺陷。 ( 3) M RI图像重建。由于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具有成像清晰、解析度高的特点 ,研究人员可以得到

十分细致的足部几何模型。 Gefen等
[30, 31 ]就是从

M RI图像中重建出足部骨骼的几何构形 (见图 5) ,再

由有限元软件 AN SYS进行应力分析。 ( 4) CT扫描

图像的三维重建。 CT技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成像

技术 ,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物体内部的不同结构和组

织 ,给研究人员建模带来极大方便。 Ledoux等
[ 32]
用

N IH图像软件 ( N IH; Bethesda, MD)分析了间隔为

1mm的人体足部 CT断层扫描照片 ,为进行有限元

分析建立了一套较精确的模型 (见图 6)。通过上述医

学成像系统获得的足部骨骼的几何数据是比较精确

的 ,但对于韧带、肌肉和腱等其它组织 ,则要从解剖学

的研究中获得它们的几何数据。

图 5　 Gefen利用 MRI图像得到的足部有限元模型 [31]

Fig 5　 The FEM model of human foot recons tructed with MRI im-

age by Gefen[31 ]

151第 1期　　　　　　　　　　　　　　　　　　董　骧等。 　人体足部生物力学的研究



图 6　 Ledoux利用 CT图像三维重建得到的足部模型 [32]

Fig 6　 Three-dimensional foot model reconstructed with CT image

by Ledoux[32 ]

　　一般来说 ,对材料类型和单元划分的不同考虑

将直接影响有限元分析的结果。 根据大量关于人体

组织材料特性的研究报道 ,足部骨骼可看作是线弹

性材料。因此 ,骨单元的划分一般采用六面体块单元

或楔形单元。 而具有很强弹性的韧带和足底腱则被

认为是非线性材料 (在伸长时有一定刚度 ,相反在压

缩时没有刚度 ) ,可以划分为簧单元。 大多数足部有

限元研究都把关节软骨看作是线弹性材料 ,但是 ,

Clif t[ 35]对关节软骨做了有限元分析证实关节软骨

的应力应变关系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非线

性 ,故把关节软骨看作一种非均质、各向异性的材料

更合理。考虑到关节软骨在足部运动中起的重要作

用 ,如果把关节软骨都简化为线弹性材料 ,计算结果

必将有很大误差。因此 ,在建模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

把一些对足部运动影响不大的关节软骨 (如 ,跗骨间

关节 , interta rsal joint )加以简化 ,以减小模型的复

杂度 ;另一方面 ,为保证计算的精确性 ,对于一些大

关节软骨 (如 ,距下关节 , subtalar joint )要考虑为非

线性。 如何定义足部各关节的运动方式并建立相应

的足部模型约束条件是足部有限元分析的另一个难

点。研究人员从模型的整体出发 ,常常把跗横关节

( t ransverse tarsal joint )和跗骨间关节 ( interta rsal

joint )等关节固化 ,仅仅把它们看作是各骨间的连接

体 ,不做单独分析。而对于距下关节 ( subtalar joint )

等大关节不仅要分析它们的材料特性 ,还要了解其

运动参数 ,以便提供较为准确的边界条件。除了上述

材料特性和边界条件需要特别注意外 ,足部有限元

模型的载荷条件也要着力研究。各骨上的肌肉力、韧

带及肌腱的作用应该得到较为准确的反映 ,例如 ,对

在步行的不同阶段作用于足部各主要肌肉力的大小

和着力点的分析将有助于形成完整的载荷条件。 就

韧带和肌腱而言 ,重要的是分析清楚它们的附着点

和延伸方向 ,这将决定建立怎样的簧单元。

足部有限元分析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一些足部疾病的病理研究和治疗提供帮助。

Jocob和 Pati l
[ 27, 28 ]利用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了

Hansen氏病和糖尿病病人经常发生足骨变形、肌肉

麻痹和足底局部溃烂等病理现象的力学原因 ,为解

释和防治上述病情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 二是辅

助设计合理的鞋类、假肢和医疗器械。应用有限元分

析改进足踝矫形器 ( Ankle-Foot or thosis, AFO)和

假肢的设计是康复工程和生物力学研究的热点。

Abu-Hasaballah等
[33 ]用有限元法分析发现主要接

触压力发生在 AFO的穿夹部分 ,而最小压力发生

在小牛皮外壳部分 ,因此提出了用小牛皮作为原材

料制作 AFO的建议 ,可以减轻 AFO重量并提高其

舒适度。 Lemmon等
[29 ]则对用于治疗足部疾病的特

殊鞋类的内垫的效果做了有限元分析 ,并且验证了

用准静态平面应变有限元法研究跖骨前端的足鞋界

面可以得到一个对足底应力分布的合理预测这一假

设。 此外 , Shiang TY
[ 34]
还应用非线性有限元分析 ,

研究了不同鞋跟垫材料对足底冲击波的吸收能力 ,

并且发现只有用二阶非线性应力应变曲线才能正确

地描述这些制鞋材料 ,肯定了 FEM在设计具有特

殊功能的鞋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5　结束语

足部生物力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众多生物

力学和康复工程专家的关注。 虽然已经有了很多研

究成果和发现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弄清。未来的研

究相信会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足部三维运动

参数的获取、三维有限元模型的完善以及足部运动

状态下压力、剪切力的准确测量。随着研究手段的进

步 ,足部生物力学的研究必将会有利于进一步理解

足部病理和足部功能 ,必将会更加深入地指导开发

先进的康复用矫治器、功能鞋以及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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