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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一体化假肢是以聚合物为材料从接受腔到假腿一体成型的新型下肢假肢 ,它比传统型假肢更经济、美

观、轻便 ,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如同传统假肢 ,应力分析对于一体化假肢的构型设计和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

假肢中的应力大小及分布与其所用材料的力学特性密切相关。本文的工作是基于一实验用内骨架一体化小腿假肢

的真实几何构型 ,考虑残端软组织和骨 ,建立一体化小腿假肢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在保持假肢的几何形状不变的前

提下 ,建立三个不同壁面厚度的一体化小腿假肢的三维模型 ,应用有限元分析方法 ,计算这些模型在模拟 Heel Off

步态时相的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分布 ,分析壁面厚度对一体化小腿假肢应力分布的影响 ,为一体化小腿假肢壁面厚

度的设计标准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 ,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壁面厚度来减小一体化假肢的应力及软组织表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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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onolimb is a new type o f low er-limb pro stheses made of macromolecule po lymer , in w hich the

socket and prosthetic shank a re integ r ativ e. Compa red with tr aditiona l pro sthesis, mono limb is mo re economical,

go od-looking and po r table, so it indicates a possible dir ection in the future. Biomechanical research on tr ans-tibia l

mono limb is necessar y and helpful just like traditional pr osthesis. In this a rticle, a 3D FE model based on rea l

g eometr y shape o f an endo skeletal trans-tibial mono limb is established. Keeping the same geometrical shape , th ree

3D FE models of t ranstibial mono lim bs with different w all thickness ar e established. The influence of w all

thickness on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is analy zed unde r the load cor responding to the subphase o f stance of Heel O ff.

The r esults indica te tha t stress within transtibial monolimb and pressure on the surface of so ft tissue could be

dec reased with wall thickness o f transtibial monolimb increased.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fo r the standard o f w all

thickness in designing tr anstibial mono li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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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世纪 90年代初 ,一体化假肢 ( M ono limb)的

概念被提出。这十多年以来 ,其制造工艺已发展得比

较成熟 ,并且已有一定数量的截肢者选择使用一体

化假肢。一体化假肢是以价格低廉、可加热成形的高

分子聚合物为材料 ,从接受腔到假腿一体成形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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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下肢假肢。很明显 ,与传统型假肢相比 ,一体化假

肢更经济、美观、轻便 ,已逐步受到假肢界的关注 ,因

此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美国西雅图的 PO F

( Prosthetics outreach foundation)是最早提出一体

化假肢概念的机构 [1 ] ,已有一体化假肢设计和制造

的一整套工艺 ,到目前为止 ,仅越南就有约 1000名

截肢者使用一体化假肢。 另外 ,西雅图的 PRS

( Prosthetics resea rch study )和澳大利亚 Monash

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中心的 REHABTech也是研究

一体化假肢的主要机构。 但这几个机构对一体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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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的研究都是针对制造工艺方面的 ,尚未涉及对一

体化假肢的生物力学研究。

传统型假肢的假腿和接受腔往往都是由较坚硬

的材料制成的 ,假肢本身的强度足够 ,所以研究的焦

点是残端表面 ,而忽略了对假肢本身的应力分布的

研究。 而一体化假肢是用较软的高分子聚合物制成

的 ,整个假肢的壁都很薄 ,并且其几何构形不同于传

统型假肢 ,可见 ,一体化假肢的强度能否达到要求以

及其应力分布情况都需要进行分析。 壁面厚度是一

体化假肢设计的重要参数 ,直接影响一体化假肢的

应力分布和重量 ,而目前尚没有一体化假肢壁面厚

度的设计标准。本文的目的是保持假肢的几何形状

不变 ,建立四个不同壁面厚度的一体化小腿假肢 (包

括残肢的软组织和骨 )的有限元模型 ,通过有限元计

算分析壁面厚度的改变对模型应力分布的影响 ,从

而为一体化小腿假肢壁面厚度的设计标准提供理论

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由于不同的 CAD软件用各自不同的算法来表

达实体结构 ,为了建立一致性 ,由 Stereolithog raphy

生成的 STL文件 (* . st l )被 Rapid Pro to typing行

业作为标准文件格式
[2 ]
。 STL文件将三维实体表面

表达为相邻三角形的集合 ,包涵的几何信息有各关

键点 (即三角形的顶点 )的坐标和每个三角形的外法

线方向 [3 ]。在本研究中 ,原始数据为一实验用的均匀

壁面厚度为 3 mm的左腿内骨架式一体化小腿假肢

的 S TL矢量图文件
[4 ]。 以此为基础 ,建立了四个不

同壁面厚度的一体化小腿假肢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

分别为均匀壁厚 3 mm的模型 (模型一 )、均匀壁厚

5 mm的模型 (模型二 )、接受腔壁厚 5 mm假腿壁厚

6 mm的模型 (模型三 )、接受腔壁厚 5 mm假腿壁厚

8 mm的模型 (模型四 )。在这些模型中考虑了残端

软组织和骨 ,残端骨采用标准骨的形状
[5 ]

,以下肢骨

的解剖结构对其进行定位。图 1为一体化小腿假肢、

残肢骨和软组织的模型。聚丙烯均聚物的密度为 0.

92 g /cm
3 ,表 1列出了各模型的体积和重量 (不包括

软组织和骨 )。

表 1　不同壁面厚度的一体化小腿假肢的体积和重量

Table 1　 The volume and weight of transtibial monol imbs with

different wal l thickness

M 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Volume( cm3 ) 262. 52 452. 02 477. 63 533. 90

Weigh t (g ) 241. 52 415. 86 439. 42 491. 19

图 1　一体化小腿假肢、残肢骨和软组织的模型

( a)一体化假肢模型 ; ( b)骨模型 ; ( c)软组织模型

Fig 1　Models of transtibial monol imb, bone and soft tissue

( a) Th e model of monolimb; ( b) The model of bone; ( c) The model of

s of t ti ssu e

　　假肢、软组织、骨均考虑为各向同性的均质线弹

性材料。 选用临床中使用最多的聚丙烯均聚物为一

体化小腿假肢的材料 ,弹性模量为 1. 5 GPa ,泊松比

为 0. 38[6 ] ,屈服极限为 35 MPa
[7 ] ,作为控制壁面厚

度的参考指标 ,即要求模型各区域的应力均低于 35

M Pa; 软组织的弹性模量为 60 K Pa,泊松比为

0. 49[8 ] ;骨的弹性模量为 15 GPa ,泊松比为 0. 3[9 ]。

载荷选用步态周期中最不利的情况 ,即外载最

大的步态时相 Heel Of f。采用准静态加载方式 ,选取

截肢者的体重为 75 kg ,载荷作用于近端骨 (上端 )

水平截面的形心 [10 ]。由于接受腔的刚度比软组织大

得多 ,故传统型假肢的有限元分析通常将接受腔作

为刚性边界条件。而在本研究中 ,一体化小腿假肢是

有限元分析的主要对象 ,因此接受腔不能作为边界

条件。考虑到假腿下端与假脚是通过衬套相连的 ,因

此 ,在准静态条件下 ,可以认为在行走过程中假腿下

端在 x、 y、 z三个方向上受到固定约束。

3　结　果

本文采用 V on Mises应力作为应力分析的主

要指标 ,对不同壁面厚度的一体化小腿假肢各区域

的 Von Mises应力作了比较和分析。

　　比较各模型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壁面厚

度的模型的应力分布规律基本一致。接受腔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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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应力出现在近端前内侧面 ,接受腔壁厚 3 mm

时为 30 MPa ,接受腔壁厚 5mm时为 18 MPa。假腿

存在明显的高应力区和低应力区 ,其中高应力区分

布在前端和后端 ,低应力区分布在内、外侧面。图 2

为各模型假腿各区域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接受

腔和假腿交界区域的高应力区也出现在前端和后

端 ,分别与假腿的高应力区相对应。图 3给出了各模

型的接受腔和假腿交界区域高应力区内外表面的最

大 Von Mises应力值。

　　各模型的残端软组织表面的应力分布规律也基

本一致 ,其大部分区域的 Von Mises应力都在 3～

150 KPa之间 ,最大 Von Mises应力、正应力 (压力 )

和剪应力都出现在正面末端。图 4为各模型的软组

织表面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正应力 (压力 )和剪

应力。

图 2　各模型假腿各区域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

Fig 2　 The maximal Von Mises stress on prosthetic shank

图 3　接受腔和假腿交界区域的最大 Von Mises应力

Fig 3　 The maximal VonMises s tress at the border section between

socket and pros thetic shank

图 4　各模型软组织表面的最大应力

Fig 4　 The max imal stress on the surface of soft tissue

4　讨　论

分析结果可得 ,壁面厚度越大的部分应力越小 ,

故可以通过增加壁面厚度来减小一体化小腿假肢的

应力。另一方面 ,壁面厚度的增加会加大假肢的重

量 ,使截肢者的运动负担增加 ,因此 ,必须对壁面厚

度进行调节以达到应力和重量的平衡 ,而目前尚没

有一体化假肢壁面厚度的设计标准 ,本研究采用聚

丙烯均聚物的屈服极限 ( 35 M Pa)作为控制壁面厚

度的参考指标。 最终得到的接受腔壁厚 5 mm假腿

壁厚 8 mm的模型各区域的应力均低于 35 MPa,针

对以聚丙烯为材料、体重 75 kg的截肢者在 Heel

Off步态时相的情况下满足要求。 Rothschild等
[11 ]

的临床经验表明 ,对于由可塑性塑料制成的内骨架

式小腿假肢 ,壁面厚度为 5 mm比较合适。本文的研

究结果与 Rothschild等的临床经验相符合 ,并从理

论方面给予其定量的证明。由表 1可以看出 ,其重量

不超过 0. 5 Kg ,非常轻便。比较四个模型的计算结

果可以看出 ,整个假肢外表面的应力高于相同区域

的内表面的应力。 在 Heel Of f步态时相 ,假腿的应

力高于接受腔 ,并且假腿呈现出高应力区和低应力

区相间 的分 布规律 , 高应 力区 出现 在前 端

( Anterio r )和后端 ( Posterior ) ,且后端的应力略高

于前端。接受腔虽没有明显的高低应力区 ,但接受腔

下端的应力分布规律却与假腿一致。接受腔和假腿

交界区域的前端和后端的应力也很大 ,且后端的应

力高于前端 ,与假腿和接受腔下端的情况相同。

许多研究者经测量或计算后得到 ,残肢表面的

最大正应力出现在正面末端处 [ 12～ 14]。 Ra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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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rel l
[ 12 ]
测量到残肢正面末端的平均最大正应力

约为 520 K Pa; Corell
[13 ]测量到残肢正面末端的平

均最大正应力约为 450 KPa,峰值应力达到 800

KPa; Quesada and Skinner [14 ]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得

到 ,残肢与接受腔接触面的最大压力和剪应力都出

现在正面末端距截肢处的垂直距离为 10 mm处 ,分

别为 961 KPa和 463 KPa。本研究的计算结果与以

上研究者的测量或计算结果相符合。 软组织对外力

的反应包括软组织变形、出汗、疼痛、间质液的流动、

局部缺血、反应性充血及皮肤温度和颜色的变化

等 [15 ]。研究者们用临床测量和计算机模型分析了正

应力和剪应力对软组织的作用。 研究表明过高的压

力和剪应力会直接导致残端皮肤和软组织的破

坏
[15 ]

;较大的压力的反复作用会使残端产生压疮、

发炎 ,甚至导致组织坏死 [ 16] ;较大的剪应力的反复

作用也会损伤皮肤 ,例如产生老茧、水泡、皮肤增厚、

磨损等
[17 ]
。Fischer

[18 ]
研究了正常人胫骨中部前端的

软组织对压力的耐受极限 ,得出男性的耐受极限为

1020± 220 K Pa,女性的为 870± 340 KPa。接受腔壁

面厚度为 5mm的三个模型软组织的最大正应力都

在此耐受极限的范围内 ,证明了增加接受腔的壁面

厚度可以减小软组织表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 ,这三个

模型软组织表面的压力变化不大 ,证明假腿壁面厚

度的改变对软组织表面压力的影响不明显。系统地

研究壁厚改变对应力分布的影响 ,同时考虑重量变

化及其分布改变所导致的转动惯量的改变 ,进而影

响假肢运动控制的问题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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