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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支撑期足平衡的生物力学特征

白啸天 1，姜  涛 1，霍洪峰 1，2 ，李宗涛 1

文题释义：
足平衡曲线：为除去足趾部分足内侧压力减足外侧压力的差值，用于反映足部受力偏移和足平衡特征。
支撑期各阶段：在行走支撑期，根据足部各部位触地时间可分为初始着地阶段、前掌触地阶段、整足支撑阶段和蹬伸离地4个阶段。

摘要
背景：步行是人体最基本的运动方式，探究行走时足部受力特征和双足差异对深入了解人体行走规律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通过对足平衡曲线的处理和分析，探究人体在步态支撑期各阶段足的功能和行走规律。
方法：通过足型筛选出116名具有正常足型的受试者，以自身最适速度行走，记录其足底压力数据，以平均值和1倍标准差绘制归一化处理
的足平衡曲线，分析优势侧足和非优势侧足的曲线规律和特征值。
结果与结论：①在行走支撑期，足在水平侧受力特征不断变化，从初始着地阶段到前掌触地阶段，足通过受力的偏移稳定足部姿态；②在
整足支撑阶段，足底受力向外侧偏移；在蹬伸离地阶段，足底受力由外向内偏移，人体通过双足支撑完成平衡；③人体优势足和非优势足
的初始着地阶段、前掌触地阶段和整足支撑阶段和蹬伸离地阶段相对时长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双侧足平衡曲线特征相似度呈
现高度一致性，优势侧足的足平衡曲线相比于非优势侧足下移(P < 0.05)；⑤提示人体行走时支撑期足部姿态和足功能变化由足平衡曲线体
现。人体双足在步态周期各阶段的功能相同，优势侧足受力相比于非优势侧向外侧偏移较多，在水平轴上执行着更充分的蹬伸功能；足平
衡曲线对于人体行走规律的研究和足功能评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足底压力；足功能；足平衡曲线；步态；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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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alking is the most basic movement mode of the human, exploring the str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o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eet 
during walking is of great valu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law of human walking.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oot function and walking law of human body in each stage of gait support through the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foot balance 
curve. 
METHODS: 116 subjects with normal foot type were selected by foot type and walked at their own optimal speed to record their plantar pressure data. A foot 
balance curve was drawn with average value and 1 times standard deviation. The curve rules and eigenvalues of dominant and non-dominant lateral feet were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During the walking support period, the for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ot on the horizontal side constantly changed. From 
initial contact phase to forefoot contact phase, the foot stabilized its posture through the force migration. (2) In foot flat phase, the plantar force shifted to the 
outside. In forefoot push off phase, the plantar force shifted from outside to inside and the human body balanced through bipedal support.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lative duration of initial contact phase, forefoot contact phase, foot flat phase, and forefoot push off phase between the dominant 
foot and the non-dominant foot (P > 0.05). (4) The characteristic similarity of the bilateral foot balance curve was highly consistent and the foot balance curve 
of the dominant sid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n-dominant side (P < 0.05). (5)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hanges of foot posture and foot function during 
human walking are reflected by the foot balance curve. The function of human feet is the same at all stages of the gait cycle, and the force acting on the 
dominant side is more lateral than that of the non-dominant side, and the pedal and extension function is more fully performed on the horizontal axis. The foot 
balance curv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walking law and the evaluation of foo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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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步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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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足是人体重要的运动器官，在行走时人体通过感知地面

的作用力以协调自身骨、关节和肌肉来维持平衡。在支撑期，

足部的弹性结构和刚性结构在初始着地阶段、承重反应阶段

和支撑相中期和末期分别起着缓冲、过渡和刚性杠杆的作 

用
[1-2]

。在水平方向，足部姿态的调整用以维持负重状态下

的平衡，在承重时，足弓下降，足外翻以缓冲负荷；在蹬伸时，

通过内翻完成力的传递完成蹬伸。这些功能的转化都需要足

部结构的变化，而足结构的变化影响足与地面的相互作用，

改变足底的受力特征。在难以捕捉足在步态支撑期细微的变

化条件下，通过步态支撑期各阶段足部受力的特征反映足功

能是探究足力学机制的有效方法
[1-4]

。

足平衡曲线为支撑期单足内侧区域与外侧区域压力差 

值
[5-6]

，它更为直观地反映了力在足底的偏移程度，可通过

足内外侧压力差判断足内翻和外翻情况
[7-8]

，现有对步态的

研究多集中于对单足支撑期的分析，而双侧足相互作用机制、

双侧足功能的差异还需深入探究。不同于足底压力中心轨

迹，足平衡曲线更直观地反映了足底受力的偏移，而这一特

点可能对探究双足对称性、足部平衡特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1，8]

。此文通过纳入正常足型的受试者，采集并分析足平

衡曲线特征，结合足部受力变化探究人体在步态支撑期各阶

段足的功能和左右足在行走中发力的差异，构建正常人行走

支撑期足部受力模型，为研究人体行走规律提供研究方法和

理论支持。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行走支撑期足平衡的生物力学分析试验，采用

Shapiro-Wilk 法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两足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5-9 月在河北师范大学人体

运动生物信息测评重点实验室完成。

1.3   对象   选取在校男大学生作为受试者，经其同意，录入

受试者年龄、身高、体质量及足形态学参数，要求受试者身

体健康且半年内无运动损伤，行走时下肢无疼痛，优势脚为

右脚 ( 优势侧足通过踢球最远侧足确定
[7])。

筛选具有正常形态学参数的足型，选取足弓指数、踝翻

转指数、拇外翻角度和纵弓角度作为足形态学参考指标。足

弓指数纳入标准为 0.21-0.26 之间，排除高足弓和扁平足等

异常足型；拇外翻角度 < 16° 为正常标准，排除拇外翻角度

过大的足型；踝翻转指数 < 10.37为纳入标准，排除异常足姿；

纵弓角度纳入标准为 131°-152°，保证足弓形态正常
[6，9-10]

。

共纳入符合此次试验要求的受试者 116 名，受试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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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试者信息                                   (x-±s，n=116)
Table 1 ｜ Subject information

指标 数值

年龄 ( 岁 ) 24.31±3.02
身高 (cm) 176.98±2.39
体质量 (kg) 74.04±3.99

见表 1。此次研究方案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河北

师范大学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参与试验的受试者为自愿

参加，均对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4   实验设备

仪器：三维足型扫描仪 (PODOMED 3D Scanner，350 mm× 

150 mm×160 mm，±1.0 mm，北京海德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
Footscan 高频足底压力测试板 ( 比利时 RSscan International 

公司 )，板长 2 m、采集频率 126 Hz，传感器密度 4 个 /cm2
， 

压力测量范围 1-60 N/cm2
，最小分辨率为 25 g，一致性 

为 ±25 g。

软件：三维足型扫描仪自带分析软件 ( 海德美业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 )；Footscan 自带分析软件 (RSscan International，

比利时 )；Origin 2018 数据可视化软件 (Originlab，美国 )；SPSS 

25.0 统计分析软件 (IBM，美国 )。
1.5   方法   

单足步态支撑期各阶段划分：单足支撑期分为初始着

地阶段、前掌触地阶段、整足支撑阶段和蹬伸离地 4 个阶 

段
[2，4，11]

。4 个阶段的记录对应不同的时间节点，初始着地

阶段从足跟触地开始计时，跖趾部位触地停止；前掌触地阶

段从跖趾部位触地开始计时，到足趾部位开始触地停止；整

足支撑阶段从足趾部位开始触地开始计时，到足跟完全离地

停止；蹬伸离地阶段从足跟完全离地开始计时，到全足离地

停止，见图 1 [2，4，11]
。将 4 个阶段的时间除以单足支撑期总

时间按支撑期百分比进行相对值处理。

图注：该图表示足跟触地、

跖趾部位触地、足趾部位触

地、后跟完全离地及全足离

地 5 个时刻，以及 5 个时刻

对应的初始着地阶段(ICP)、
前掌触地阶段 (FFCP)、整足

支撑阶段 (FFP) 和蹬伸离地

(FFPOP)4 个阶段的时长

图 1 ｜行走支撑期各阶段

划分

Figure 1 ｜ Phase division 
of walking support period

(FFCP)                 (FFP)              (FFPOP)
Flat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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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足足平衡曲线的构建：将人体足底划分为 10 个分区

见图 2，足平衡曲线初始数据为除去足趾部分足内侧压力减

足外侧压力的差值即 (M1+M2+HM)-(M3+M4+M5+HL)[5-7]
，其

中 M1-5 表示第一至五跖骨区域， HM 表示后跟内侧区域，

HL 表示后跟外侧区域
[6]
。足平衡曲线初始数据由仪器自带

分析软件得出，将原始足平衡曲线除以自身重力 (g=9.8 m/s2)

以消除不同受试者基线值差异，处理后的足平衡曲线放入同

一坐标系中，其中 x 轴为支撑相周期百分比，y 轴为体质量

百分比。将不同受试者足平衡曲线进行线性插值，其中 x 的

最小值为步态周期的起点，最大值为步态周期的终点，插值

总点数为 400，即支撑期百分比每个单位对应 4 个插值点，

通过此方法将不同受试者足平衡曲线对齐，保证每条足平衡

曲线之间的点相互对应，求出所有曲线的平均值和 1 倍标准

差进行足平衡曲线模型的构建，观察曲线极值点和斜率特征。

显著性水平设置为 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正常足型青年男性受试者116名，

采用足底压力测试系统采集受试者行走支撑期足底受力特

征，绘制足平衡曲线，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3。

图注：T1 表示拇趾区域，T2-5 表示第二至五足趾区

域，M1-5表示第一至五跖骨区域，MF表示中足区域，

HM 表示后跟内侧区域，HL 表示后跟外侧区域
[6]

图 2 ｜足底分区

Figure 2 ｜ Plantar zoning

足平衡曲线平均值计算：足平衡曲线平均值为每名受试

者优势足和非优势足处理后的足平衡曲线 y 轴的平均值，该

值越大则表明足内侧区域受力较大，反之则表明足外侧区域

受力较大。

足平衡曲线相似度对比：处理完成的左右脚足平衡曲线

平均值为二维平面上的曲线，2 条曲线的轨迹为 S 左和 S 右，

其曲线趋势的相似度采用如下公式
[11-12]

：当 Sim 值趋近 1 时，

则曲线相似度越高
[12-13]

：

 

双足步态支撑期整合：从筛选出的受试者中，选取初始

记录脚为左脚的数据，采集左脚足跟触地的时刻和完全离地

的时刻、右脚足跟触地时刻和完全离地的时刻。以 x 轴为步

态周期时间，y 轴为体质量百分比建立坐标系，将左右两足

的足平衡曲线按时间顺序在坐标系中整合，观察 2 条曲线的

特征值。

1.6   主要观察指标   受试者以自身最适速度行走，记录其足

底压力数据，以平均值和 1 倍标准差绘制归一化处理的足平

衡曲线，分析优势侧足和非优势侧足曲线规律和特征值。

1.7   统计学分析   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统

计学专家审核。原始足平衡曲线在 Footscan 自带分析软件采

集，在 Origin 2018 数据可视化软件进行曲线归一化处理和曲

线平均值、标准差的计算及绘制。极值选取该曲线一阶导数

为 0 且二阶仍可微分的点，在 Origin 2018 中提取该坐标。在

SPSS 25.0 中进行数理统计，数据以 x-±s 表示，采用 Shapiro- 

Wilk 法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两足差异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图 3 ｜试验流程图

Figure 3 ｜ Trial flow chart

纳入正常

足型青年

男性受试

者 116 名

共绘制单侧足平

衡曲线 116 条，

双侧整合足平衡

曲线 53 条

采用足底压力测试系

统采集受试者行走支

撑期足底受力特征，

绘制足平衡曲线

对比优势侧和非优

势侧足平衡曲线规

律，探究行走支撑

期足部力学特征

2.3   单足足平衡曲线特征    

2.3.1   步态支撑期各阶段百分比   结果表明，受试者行走支

撑期从初始着地到前掌触地、足趾触地和后跟离地 3 个阶段

双足差异无显著性意义，优势足和非优势足行走支撑期各阶

段时长无差异，见表 2。

表 2 ｜支撑期各阶段开始时刻相对值                (x-±s，n=116，%)
Table 2 ｜ Beginning time of each phase of the support period

阶段 非优势侧足 优势侧足 P 值

跖趾部位触地 6.88±2.00 6.82±2.78 0.800
足趾部位触地 14.62±5.14 15.48±2.96 0.442
全足离地 52.10±9.28 51.55±9.99 0.553

2.3.2   单足足平衡曲线及特征点   左脚足平衡曲线见图 4。阴

影部分为 1 倍标准差构成的误差带，A、B、C、D、E、F 为

左脚足平衡曲线的 6 个特征点，其中 A 点为步态周期开始的

点，坐标为 (0，-4.66)，B-F 点为左脚足平衡曲线的极值点，

B点坐标为 (3.72，0.33)，位于初始着地阶段；C点坐标为 (8.68，
0.01)，位于前掌触地阶段；D 点坐标为 (17.85，0.85)，位于

整足支撑阶段；E(65.19，-2.09) 和 F(84.03，2.01) 位于蹬伸

离地阶段。

图 4 ｜非优势侧足平衡曲线

Figure 4 ｜ Balance curve of non-dominant foot

图注：阴影部分为 1 倍标准差构

成的误差带，A、B、C、D、E、F 
为左脚足平衡曲线的 6 个特征点，

其中A点为步态周期开始的点，B-F
点为左脚足平衡曲线的极值点，B
点位于初始着地阶段；C 点位于前

掌触地阶段；D 点位于整足支撑阶

段；E 和 F 点位于蹬伸离地阶段

由右脚足平衡曲线选出 6 个特征点，见图 5，A’ 点
(0，-1.00) 为右足步态支撑期起点，B’(3.23，-0.48) 位于初

始着地阶段，C’(9.18，-0.87) 在前掌触地时刻和足趾触地时

刻之间，D’(17.62，-0.28) 在足趾触底时刻和足跟完全离地时

刻之间，E’(63.62，-3.50)和 F’(84.36，1.53)位于蹬伸离地阶段，

左右脚 5 个特征值所位于支撑期的阶段一致。

支撑相周期百分比 (%)

6.88% 14.62% 52.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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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双足平衡曲线对比   将左右脚足平衡曲线平均值以支

撑期时间相对值归一化处理对齐后，放入同一坐标进行比

较，通过曲线相似度公式算出 Sim(S 左，S 右 )=0.999 87，相似

度接近 1，左右脚足平衡曲线趋势高度一致，右脚 ( 优势侧

足 ) 足平衡曲线平均值显著低于左脚 ( 非优势足 )(-1.34±0.25， 

-0.51±0.22，P=0.008)，右脚相比左脚向 y轴下方偏移，见图 6。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足平衡曲线特征点分析   此次研究通过对正常人行走时

足内外侧平衡功能的分析，探究人体行走时足部功能及足平

衡特征，通过足平衡曲线在水平轴分析足部的运动及双足相

互的影响，有利于观察足受力变化和足部姿态变化情况，评

价足部稳定功能。由单脚足平衡曲线得出 ( 如图 4，5)，在

后跟离地时刻之前，足部存在两个极大值点 (B/B’ 和 D/D’)，

对人体行走时步态的研究普遍认为，人体行走时后跟外侧率

先着地，足底压力中心从后足移动到拇指，足跟通过着地瞬

间对地面的冲击保持下肢各关节的稳定，在蹬伸之前主要起

着缓冲和承重的功能
[11，14]

，因此在蹬伸离地阶段之前足平

衡曲线应仅存在一个极大值，该时刻为足内翻缓冲地面作用

力到足外翻过渡到蹬伸的临界点，但此次研究结果出现的双

峰表明足在缓冲和承重阶段执行着更为复杂的功能，对侧足

内外侧受力的变化可能对刚触地的足存在一定影响。

由图 6 双足支撑阶段的曲线特征得出，在右足触地时

刻 (M/M’)，左足仍处于蹬伸期，此时在左脚的蹬伸作用下身

体向右前方推进，右足为维持身体平衡加大横向位移，采用

足跟外侧着地方式，增大了后跟外侧受力，因此图 4，5 中

A(A’) 的纵坐标表现为负值；在足平衡曲线中 ( 图 6)，O 点为

左足最后一个极值点，该时刻之后足平衡曲线斜率变为负值，

根据以往学者对压力中心轨迹的研究可知，在蹬伸离地阶段，

足底压力中心逐渐向足内侧偏移
[11，15-16]

，因此可知该点之后

内外侧受力差减小是因为前足内侧和足趾逐渐离开地面，足

仍表现为外翻趋势执行蹬伸功能；P 点为右足第一个极值点，

在图 6 中位于 O 点附近，可知在右脚后跟触地之后，左脚处

于拇指蹬离阶段，左脚与地面接触面积持续减小，这使得右

足因承重和平衡身体而加大外侧受力，产生足内翻趋势以稳

定足部姿态，出现了额外的极大值点 P，这证实了对侧足发

力的变化对位于初始着地阶段足部姿态调整的影响，为平衡

对侧足蹬伸产生的横向力并维持身体平衡，支撑足以足跟外

侧着地并在缓冲阶段出现了额外的受力偏移。

3.2   优势侧与非优势侧脚足平衡曲线对比分析   对于足平衡

曲线分析发现，左右脚曲线趋势规律呈现高度一致性 (Sim > 

0.999)，优势侧与非优势侧足平衡曲线特征点相同，其位置

对应支撑期的阶段相同。右脚作为优势脚其曲线下移，表

明右脚内侧足底压力与外侧足底压力差值相比于左脚较小，

足外侧受力更大。对步态中双足对称性的研究中，有学者

认为两侧足在步态中的功能可能存在差异，一侧足用来维

持人体平衡和稳定，另一侧用于蹬伸推进
[17-18]

。JOHN 等
[19-21] 

通过研究人体以不同足轴角行走时步态的差异，发现双足

不对称性是影响足底受力变化的主要因素，优势侧足相比

于非优势侧足产生了更高的横向作用力，这与此次研究的

结果一致，图 6 中优势脚足平衡曲线下移，足底作用力向

外侧移动较多，在蹬伸受力内移过程中可能存在更大的冲

量，这表明优势足相比于非优势足在水平轴上执行着更充

分的蹬伸功能。

表 3 ｜支撑期起止时刻                            (x-±s，n=53，ms)
Table 3 ｜ Starting and ending time of support period

侧别 着地时刻 离地时刻

左脚 0 615.72±37.46
右脚 515.38±32.34 1 140.53±66.43

图 5 ｜优势侧足平衡曲线

Figure 5 ｜ Balance curve of dominant foot

图注：由右脚足平衡曲线选出 6
个特征点，A’ 点为右足步态支撑

期起点，B’点位于初始着地阶段，C’
在前掌触地时刻和足趾触地时刻

之间，D’ 点在足趾触底时刻和足

跟完全离地时刻之间，E’ 和 F’ 点
位于蹬伸离地阶段，左右脚 5 个

特征值所位于支撑期的阶段一致

图注：左右脚足平衡曲线趋势

高度一致，右脚相比左脚向 y
轴下方偏移

图 6 ｜双侧足平衡曲线对比

Figure 6 ｜ Comparison of 
balance curves of bilateral feet

图注：阴影部分为 1 倍标准差，

其中 M 和 M’ 为右脚初始着地时刻

的垂线与左右脚 2 条足平衡曲线

的交点；N 和 N’ 为左脚离地时刻

的垂线与 2 条曲线的交点；O 为左

足平衡曲线最后一个极值点，P 为

右足平衡曲线第一个极值点

图 7 ｜双足步态周期整合

Figure 7 ｜ Biped gait cycle 
integration

2.4   双足足平衡曲线特征   

2.4.1   双足步态支撑期起止时刻   在 116 个受试者中筛选行走

时足底压力记录起始时刻为左脚的数据，得到 53 组平衡曲线，计

算左脚和右脚着地时刻 ( 该足在足底压力板首次出现压力值的时

刻 ) 和离地时刻 ( 该足在足底压力板压力值消失时刻 )，见表 3。

2.4.2   双足步态支撑期整合   将左右脚足平衡曲线按时序绘

制，整合后见图 7，阴影部分为 1 倍标准差，其中 M 和 M’

为右脚初始着地时刻的垂线与左右脚2条足平衡曲线的交点，

坐标分别为 (515.38，1.64)、(515.38，-1.36)；N 和 N’ 为左

脚离地时刻的垂线与 2 条曲线的交点，坐标分别为 (615.72，
0)、(615.72，-0.39)；O(521.12，1.70) 为左足平衡曲线最后

一个极值点，P(538.07，-0.59)为右足平衡曲线第一个极值点。

支撑相周期百分比 (%)

体
质
量
百
分
比

(%
)

支撑相周期百分比 (%)

体
质
量
百
分
比

(%
)

步态周期 (ms)

体
质
量
百
分
比

(%
)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6｜No.36｜December 2022｜5791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3.3   人体步态支撑期各阶段足功能分析   足受力的改变可反

映足形态结构和足部姿态变化，分析足平衡曲线特征规律

可以探究支撑期关键阶段的足功能。足的构成包含由骨、

关节组成的刚性结构和由肌肉、韧带和筋膜组成的弹性结 

构
[22-23]

，行走时足负重的改变会影响足的受力，使得足各部

分由于结构的差异相对外旋
[24]
。在初始着地阶段 ( 如图 4，5)，

A(A’) 为负值，表明足跟外侧着地，后跟为短暂调整姿势而轻

微内旋，在第一个极值点 B(B’) 后由于对侧足蹬伸而受力外

移，在前掌触地后的 C(C’) 点足部姿态逐渐稳定；随后前掌

内侧逐渐着地，足内侧受力增加，近侧端的根骨和距骨在下

压力作用下外旋，舟骨和骰骨也进行同样的旋转，足内侧受

力增加。在整足支撑阶段，D(D’) 点为足受力再次转移的点，

此时足以踝关节轴完成小腿的滚动，中跗关节在承重时打

开，足弓下降贴合地面，足底弹性结构被拉长，储存弹性势 

能
[1，23-24]

，足内翻趋势增加。根据作者所在课题组之前的研

究表明，在整足支撑阶段，足部通过足纵弓和足横弓的协同

机制逐渐由弹性向刚性过渡
[25-26]

；在足跟离地时刻，足部外

侧受力仍大于内侧，足仍处于内翻姿态，在 E(E’) 点完成受

力向外侧的最后过渡，此时足纵弓降低、足横弓抬起，足外

侧逐渐离开地面，足刚性达到最大值，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蹬

伸发力，使身体向斜前方推进
[25]
，在足平衡曲线中表现为足

内外侧压力差增大；在 F(F’) 点附近内侧足也开始离开地面，

此时足部进行足趾蹬伸，但足与地面接触面积逐渐减小，为

维持身体的平衡另一侧足开始触地，完成足部支撑期的交替。

结论：人体行走时支撑期足部姿态和足功能变化由足平

衡曲线体现。人体双足在步态周期各阶段的功能相同，优势

侧足受力相比于非优势侧向外侧偏移较多，在水平轴上执行

着更充分的蹬伸功能。足平衡曲线对于人体行走规律的研究

和足功能评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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