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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有限元分析对骨关节和相关软组织损伤时应力状态的精准模拟

熊恒恒 1，聂伟志 2

文题释义：
有限元分析：是利用数学方法将连续物体划分为有限个单元，根据单元间节点数目以及实际承受的节点载荷，对每一单元假定一个适宜的
近似结果，最后推导出域总的满足条件，得出最终解的一种现代研究方法。

摘要
背景：有限元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化研究方法，在骨科应用愈加普遍，与骨科联系愈加密切。通过建立有限元三维模型应用于骨科生
物力学分析及医疗器械研究设计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的：综述有限元分析在骨科领域的发展前景，为推动有限元分析方法与骨科临床实践更好地结合提供依据。
方法：通过计算机检索万方医学网、中国知网 (CNKI)、PubMed、Embase数据库中2012-2021年发表的相关文献，中文检索词
为“有限元分析”“生物力学”“脊柱”“关节”“创伤”“骨病”“医疗器械”“综述”，英文检索词为“ f in i te  e lement 
analysis”“biomechanics”“spine”“joint”“trauma”“osteopathia”“medical instrument”“review”。根据纳入标准，最终纳入47
篇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与结论：有限元分析方法可对骨关节和相关软组织损伤时的应力状态进行准确模拟分析，在辅助骨科各临床科室查明发病机制、确定
治疗方案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能通过将人体骨骼肌肉系统分解为若干个数字化模型进行生物力学分析，指导医疗器械的研发设计，极大地
促进了临床诊疗技术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但目前有限元分析还存在着方法使用不当、有限元模型建立不准确 、弹性模量标准
等问题，还需进一步发展完善，使有限元分析方法更好地满足临床和科研需要。
关键词：有限元分析；生物力学；脊柱外科；关节外科，创伤骨科；骨内科；医疗器械；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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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s a new digital research metho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orthopedics, and it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orthopedic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ite element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t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orthopedic biomechanical analysis and 
medical device research and design.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orthopedic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promoting better integration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with orthopedic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Computer search of relevant documents published from 2012 to 2021 was conducted in Wanfang Medical Network, CNKI, PubMed, and Embase. 
Chinese and English search terms wer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biomechanics”, “spine”, “joint”, “trauma”, “osteopathia”, “medical instrument”, “review”.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47 relevant document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summar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can accurately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stress state of bones, joints and related soft tissues. It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assisting various clinical departments in orthopedics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esis and determine the treatment plan. The system is decomposed 
into several digital models for biomechanical analysis, guid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medical devices, which grea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has good development potential. However, in the current use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mproper use of methods, inaccurate finite element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elastic modulus standard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re needed to make finite element method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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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科临床诊疗及相关医疗器械设计应用需要对骨、关节、

肌肉、韧带等组织进行力学分析，传统研究方法如尸体解剖手

术实验耗时长、易受个体情况影响，操作起来存在较大困难，

不适于大面积推广。有限元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化研究方

法，最早由 RYBICKI 和 BREKELMANS 引入骨科领域
[1-2]

，经过大

量专家学者长时间的研究发展，现已在骨科领域中取得较广泛

的应用，其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具有简便、

高效、经济等优势，有力地推动了骨科工作的发展，已成为临

床诊疗和科研工作的主流方法之一。作为一种新兴的科研方法，

有限元分析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方法使用不当、操作过

程不规范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通过整理分析有限元分

析的发展历程和近 10 年来在骨科临床及医疗器械设计应用领域

的相关文献，归纳总结有限元分析在骨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应用

中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明确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应用的发展方向，

为骨科工作提供更专业的科研方法。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1.1.1   检索人及检索时间   由第一、二作者在 2021 年 11 月进行

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2012 年 1 月至 2021 年 11 月。

1.1.3   检索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CNKI、万方医学网；英文数据库：

PubMed、Embase。
1.1.4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为“有限元分析”“生物力学”“脊

柱”“关节”“创伤”“骨病”“医疗器械”“综述”。

英 文 检 索 词 为“finite element analysis”“biomechanics” 

“spine”“joint”“trauma”“osteopathia”“medical instrument” 

“review”。

1.1.5   检索文献类型   文献类型包括综述、论著、技术与方法、

临床分析、病例报告等。

1.1.6   检索策略   PubMed数据库和中文数据库检索策略，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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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PubMed 数据库检索策略 图 2 ｜中文数据库检索策略

#1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sh Terms]
#2 Biomechanics [Mesh Terms]
#3 Spine orthopedics [Mesh Terms]
#4 Joint orthopedics [Mesh Terms]
#5 Traumatology orthopedics[Mesh Terms]
#6 Osteopathia[Mesh Terms]
#7 Medical instruments [Mesh Terms]
#8 #1 OR #2
#9 #3 AND #8
#10 #4 AND #8
#11 #5 AND #8
#12 #6 AND #8
#13 #7 AND #8

#1 有限元分析

#2 生物力学

#3 脊柱外科

#4 关节外科

#5 创伤骨科

#6 骨内科

#7 医疗器械

#8 #1 OR #2
#9 #3 AND #8
#10 #4 AND #8
#11 #5 AND #8
#12 #6 AND #8
#13 #7 AND #8

1.1.7   检索文献量   中文文献 1 324 篇，英文文献 1 612 篇。

1.2   纳入标准   ①研究主题相似；②研究方法合理，结果报告 

准确。

1.3   排除标准   ①重复报告；②文献发表年限久远；③未能提取

所需研究资料的文献。

1.4   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估   共检索到 2 936 篇相关文献，根据纳

入排除标准排除 2 893 篇，实际纳入 47 篇，其中中文文献 14 篇，

英文文献 33 篇，检索流程见图 3。文献 [3-7] 与有限元分析发展

历程和基本原理有关；文献 [8-11] 与骨科常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和使用方法有关；文献 [12-22] 与有限元分析在脊柱外科的应用

有关；文献 [23-28] 与有限元分析在关节外科的应用有关；文献

[29-34] 与有限元分析在创伤骨科的应用有关；文献 [35-43] 与有

限元分析在骨内科的应用有关；文献 [44-47] 与有限元分析在骨

科医疗器械设计应用有关。

图 3 ｜检索流程图

CNKI
1 552 篇

万方
176 篇

剔除重复文献后得到文献 1 896 篇

精读全文进行复筛

排除文献 1 732 篇

阅读文题、摘要进行初筛

最终纳入中、英文文献 47 篇

排除文献 117 篇

PubMed
1 045 篇

Embase
163 篇

2   结果   Results 
2.1   有限元分析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原理   20 世纪 40 年代，航天

技术迅速发展，对飞机结构设计和建造材料提出了更严苛的要

求。传统研究方法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迫切需要一种简易、精细、可行的实验手段。在这一背景下，有

限元分析方法逐渐兴起。1956 年，TURNER、CLOUGH、MARTIN 
及 TOPP 等 4 位学者在继承 COURANT [3]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共

同在《Journal of 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

为“Stiffness and Deflection Analysis of Complex Structures”的论

文，文中采用有限元技术分析航天器的结构强度，并将其命名

为刚性法，被认为是有限元技术实际应用的开端
[4]
。1960 年，

CLOUGH 在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二届计算机会议上正式提出有限

元分析方法名称，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展至其他领域，标志着有

限元分析方法的正式诞生
[5]
，见图 4。

有限元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数学方法将连续物体划分为

有限个单元，根据单元间节点数及实际承受的节点载荷，对每

一单元拟定一个适宜的近似结果，最后将各个单元所建立的关

系式加以集成，推导出域总的满足条件，得出最终结果解释。

因其划分出的单元个数及节点数目是有限的，故被称为有限元

分析方法。基本步骤包括：①问题及求解域定义；②求解域离

散化；③确定状态变量及控制方法；④单元推导；⑤总装求解；

⑥联立方程组求解和结果解释。有限元分析尤其适用于复杂结

构的力学状态分析
[6]
，具有简便、高效、适用性广等优势，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普及，在各领域科研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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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骨科常用的有限元分析软件和使用方法   通过与体外实验结

果对比，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应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已被众多学

者证实
[8-10]

，进一步推动了有限元分析在骨科的应用，使有限元

分析方法与骨科工作的联系愈加密切，见表 1。当前骨科常用

的有限元分析软件包括 ANSYS、Abaqus、Hypermesh 等，每个

软件的适用范围和功能特点各有不同，见表 2。ANSYS 适用范围

最广，在结构、流体、瞬态动力学分析领域均具有突出作用，

具有多模块、多场耦合的显著优势，也是临床使用最广泛的有

限元分析软件。Abaqus 擅长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不仅可以做单

一结构的力学分析，还可以做整体系统的分析研究。Hypermesh
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其强大的前处理能力，其先进的自动网格

划分技术可极大地简化复杂几何有限元建模过程，并可兼容现

有的常见求解器，提高临床使用效率。不同有限元分析软件实

际应用的侧重点虽有所区别，但其总的使用方法基本类似。

以 ANSYS 为例，首先将 CT、MRI 等影像学检查获取的二维断

层影像资料导入医学影像控制系统 ( 现在常用的软件为 Mimics 
19.0)，进行阈值分析、空洞填充、光滑处理得到人体骨骼三维

模型，然后划分 ANSYS 基本网格，调整优化网格质量，之后设

置模型的约束条件，计算分析静态与瞬态的应力应变载荷，最

后结合临床实际或可行性实验进行验证分析，归纳出一般规律，

提高数据的可信度
[11]
，见图 5。整个操作过程的重点和难点在

于网格的划分和质量控制，当前通常把骨骼三维模型划分为四

面体或六面体网格，二者在使用中各有优缺点。四面体网格边

界适用性强，可快速生成网格，但结果精度不及同等实验条件

下的六面体网格，六面体计算收敛速度快，但需更多的时间进

行几何简化切分，网格生成速度不及四面体网格。临床上应根

据骨骼的具体形态和研究目的选择恰当的有限元分析软件，进

行规范合理的建模分析，得到更加精准可信的实验结果。

2.3   有限元分析在骨科临床中的应用与进展   
2.3.1   有限元分析在脊柱外科的应用   脊柱解剖结构复杂，其间

穿行着多条重要神经血管，一旦发生骨折脱位，极易造成脊髓

和马尾神经的损害，出现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严重者可导

致瘫痪，甚至危及生命。以往对脊柱损伤的诊疗通常依赖于传

统影像学检查，这种方法虽然能较清晰地显示损伤部位和类型，

但却无法对损伤时脊柱的应力状态和术后内固定材料的负荷情

况进行有效分析，在临床应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通过建

立脊柱有限元模型可以模拟脊柱在不同条件下的应力分布情况，

提供传统检查方法无法直接获取的临床资料，具有其他研究方

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12]
。

1974 年，BELYSCHKO 等
[13]

将有限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脊柱

生物力学分析，建立了最早的脊柱有限元模型，为脊柱损伤的

诊疗提供了新途径。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早期脊柱有限元

模型具有设计不全面、精度低等困惑，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较大

误差，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但是随着数字诊疗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有限元分析方法在脊柱骨科的应用也愈

加成熟。彭春政等
[14]

运用逆向工程原理构建人体躯干的三维几

何模型，可用于人体脊柱生物力学变化规律的可视化分析。赵

轶波等
[15]

探讨齿突在不同角度载荷下的损伤机制，明确外力作

用的方向是决定齿突骨折类型的关键因素。GHEZELBASH 等
[16]

通过对比体外实验和有限元模型在腰椎内部载荷分担的研究结

果，提出建立脊柱有限元模型有助于在不同载荷时和不同运动

状态下预测脊柱真实受力情况，为脊柱损伤的诊断和病机分析

提供有力依据。在脊柱损伤治疗方面，对建立的脊柱有限元模

型进行生物力学分析可有效评估植入物变异、外科技术和病理

机制等，优化手术设计和预测疾病治疗结果
[17]
。OTTARDI 等 [18]

通过建立腰椎前凸有限元模型，证实经椎弓根截骨术可用于矫

正严重畸形。FAN 等
[19]

通过对比腰椎融合模型和 Topping-off 模

型在椎间盘退变中的应用，证明 Topping-off 技术可降低腰椎相

邻节段的应力和活动度，减缓椎间盘退变。

如今，有限元分析正成为脊柱骨科普遍使用的临床研究方

法。与传统研究法相比，有限元分析在脊柱疾病及植入物生物

突出有限元分析方法在外固定设计

应用中的独特优势
2021 罗斌等比较不同外固定器具治疗

锁骨骨折的力学作用特点

明确骨科医疗器械研究设计中有限

元分析方法的发展方向
202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定制式个

性化骨植入物等效性模型注册技

术审查指导原则

有限元分析对不同治疗方法中骨关

节应力应变程度的准确模拟
2019

VICENTI 等比较跟骨关节内骨折不

同手术方法的临床疗效

有限元分析应用于骨肿瘤术后处理

的成功尝试
2018

DAHAKE 等分析下领骨肿瘤术后定

制手术截骨导板对种植体的影响

对骨骼材料进行属性定义应用于临

床研究是有限元分析的突出优势
2017

KEAVENY 等研究 Romosozumab 对

骨质疏松症可能的治疗作用

有限元分析在研究骨组织再生微观

领域的有效运用
2016

OREILLY 等探究血管损伤对骨折愈

合过程的影响

阐释有限元分析在脊柱疾病及植入

物生物力学研究方面的优越性
2015

KULDUK 等比较 Dynesys 和 Coflex 动

态稳定系统对腰椎生物力学的影响

证明有限元分析在骨关节应用中的

有效性
2014 BHATIA 等

建立完整的躯体骨骼 -肌肉 -韧带

复合体三维模型
2010 彭春政等运用有限元分析结合逆

向工程原理

深入探究影响齿突骨折的关键因素 2008 赵轶波等建立枢椎有限元模型

奠定人足有限元分析的解剖基础 2002 CAMACHO 等建立足的三维解剖模型

指明建立准确有限元模型的思考方向 1995 SHARMA 等

验证有限元分析在骨科生物力学应

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1986 HUISKCS 等

有限元分析在脊柱骨科的最早应用 1974
BELYTSCHKO 等建立首个脊柱有限

元模型

有限元分析进入骨科工作领域 1972
BREKELMANS 等利用有限元分析方

法分析人体骨骼系统的力学性能

确定有限元分析方法名称，有限元

分析的正式诞生
1960 CLOUGH

有限元分析方法实际应用的开端 1956
TURNER 等利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分

析航空器的结构强度

首次提出有限元分析方法的基本观点 1943 COURANT

图 4 ｜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应用发展历程

表 1 ｜有限元分析与骨科常用研究方法的比较

研究方法  优点 缺点

有限元分析 安全系数高、实验周期短、操作简单 受个人操作水平影响，缺

乏统一规范

动物实验 实验数据真实准确，利于进行疗效观察 伦理学争议，安全性问题

尸体解剖 了解人体组织结构应力应变程度最准确

可靠的实验方法

实验成本高，材料质量直

接影响实验结果

表 2 ｜骨科常用的有限元分析软件及适用范围和功能特点

有限元分析软件 适用范围       功能特点

ANSYS 结构、流体、瞬态动力学 多模块、多场耦合

Abaqus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复杂

的固体和结构力学系统

既可以做单一结构的力学分析，也

可以做整体系统的分析研究

Hypermesh 模型调整优化，绝大多数

垂直领域

前处理能力强大，可快速建立高质

量的三维分析模型

图 5 ｜骨科有限元分析软件使用步骤

划分网格，调整

优化网格质量

设置模型约束条件，计算分析静态

与瞬态的应力应变载荷

阈值分析、空洞填充、光滑处

理等获取人体骨骼三维模型

二维断层影像资料导

入医学影像控制系统

实验结果验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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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20]
。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有限元分析还存在着软硬件获取受限、通用模型匮乏以及非骨

性结构建模缺少精准度等问题
[21]
，在今后使用过程中应加强与

影像、检验等辅助医疗科室的合作，从解剖结构、材料属性、

模型验证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有限元模型的精确性
[22]
，扩大

有限元分析在脊柱外科的适用范围。

2.3.2   有限元分析在关节外科的应用   关节损伤是最常见的骨科

疾患之一。近年来，关节损伤患者不断增加，发病率也在逐年

升高，若得不到及时诊断治疗，将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危害。

关节损伤主要包括骨折、脱位以及关节囊和韧带的损伤。在

临床诊疗时，多数需对损伤机制 ( 即受伤时骨与肌腱、韧带等

组织的应力情况 ) 进行分析。有限元分析凭借其在力学研究领

域的独特优势随即被引入到骨关节临床诊疗和科研中。BHATIA 
等

[23]
通过对比有限元分析和传统尸体解剖力学分析方法，证明

了有限元模型在骨关节应用中的有效性与准确性，2014 年之后

其在骨关节领域的应用愈加普遍。SADEGHIAN 等
[24]

利用有限元

模型分析 Cam 型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发生发展中骺板的作用，证

明来自股骨头后方的应力更易导致骺板的屈曲和凹凸化。VAN 
DER BRACHT 等

[25]
通过建立膝关节有限元模型研究发现，外侧

胫骨骨道重建前交叉韧带会导致移植物的峰值应力从股骨骨道

口转移到胫骨骨道口，为临床治疗方案和内置物的选择提供重 

要依据。

在关节损伤的治疗中，有限元分析广泛应用于内、外固定

器的选择置放和人工关节置换等方面
[26]
。KWON 等

[27]
建立膝关

节假体有限元模型进行关节应力分析，证明假体的接触面越大，

越能有效分散人体受力，延缓假体磨损。CHEN 等
[28]

对臼杯 -

骨界面应力影响的有限元分析，证明对于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

良患者，臼杯适度上移重建与解剖位置重建相比，远期生存率、

假体磨损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别。个性化治疗方案

和医疗器械研发是当前骨科临床工作的发展方向，有限元分析

通过对患者各自病理状态的准确模拟，在促进个性化医疗的发

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有限元分析在骨关节领域应用极其广泛，其与传统

影像学检查相结合，能提供全面准确的临床诊断资料，使治疗

方案更加精细可靠。但目前有限元分析在骨关节生物力学应用

范围仅限于静态结构，今后应用中可通过修改制定结构本身的

模态参数，分析结构对动载荷的响应特点，从而确定节点位移，

提高有限元分析在动态分析领域的准确性，满足骨关节动态分

析的现实需求。

2.3.3   有限元分析在创伤骨科的应用   创伤骨科的诊疗范围包括

四肢创伤、骨盆创伤、脊柱创伤以及关节创伤。以往关于有限

元分析在创伤骨科应用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四肢和骨盆创伤

领域。然而无论是四肢创伤，还是骨盆创伤，其致伤因素绝大多

数都包含外力伤害。有限元分析在分析外力伤害时损伤部位的

应力情况具有突出优势，在创伤骨科得到广泛应用。CAMACHO 
等

[29]
重建人足三维解剖模型，奠定了人足有限元分析的解剖基

础。VICENTI 等 [30]
比较撬拨复位后空心螺钉加压内固定与切开

复位锁定钢板内固定对 Sanders Ⅱ、Ⅲ型跟骨骨折的治疗作用，

证明前种方法治疗后可更早地进行功能锻炼以恢复患肢功能。

CHEN 等
[31]

对锁定钢板和髓内钉治疗肱骨近端骨折时的力学特

性进行有限元分析，证明锁定板能提供更可靠的稳定性。LU-
CATTELLI 等 [32]

对拇外翻术后“8”字绷带固定应力状态进行有限

元分析，证明微创治疗拇外翻在未行内固定的情况下，依靠弹

性固定仍可保证截骨端稳定，促进断端愈合。创伤骨科常见的

开放性骨折在多数情况下可明确诊断，但对于隐匿性开放骨折，

软组织损伤不明显，单纯依靠传统检查方法难以确诊，通过对

损伤部位的骨及肌肉、韧带等组织建立有限元模型，配合影像

学检查，可明确损伤严重程度，指导制定治疗方案，减少并发

症。OREILLY 等
[33]

通过对骨折愈合过程进行有限元分析，证明

在低氧环境下软组织增生受到抑制期间发生软骨细胞肥大和软

骨内成骨。汪松等
[34]

利用有限元分析方法评估单臂和 Taylor 
外固定治疗老年 Gustilo Ⅱ型胫腓骨骨折的临床疗效，证明 Taylor 
外固定架在治疗开放性胫腓骨骨折方面具有更大优势，为指导

制定临床治疗方案，促进骨折愈合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有限元分析在创伤骨科的普遍应用，在推动临床诊疗技术

发展、简化临床治疗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创伤骨科

的疾病类型多数为开放性损伤，软组织损伤严重，病情复杂，

对损伤部位建立准确数字模型存在较大困难，有限元分析在使

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工作中可通过修改研究对象

属性设定，增加参数因素等逐渐弥补这一缺陷，提高应用灵活性，

扩大应用范围，满足创伤骨科临床工作需求。

2.3.4   有限元分析在骨内科的应用   骨内科是骨科学的一大分

支，是指检查、诊断和非手术治疗肌肉骨骼系统损伤的一门学

科
[35]
。主要诊疗范围包括骨炎、骨肿瘤、骨质疏松以及其他

骨代谢性疾病，主要治疗手段是药物内服外敷和运动疗法。有

限元分析在骨内科的应用主要集中在骨肿瘤以及骨质疏松症等

领域，并在二者的临床诊疗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骨肿瘤的治疗

过程中，依靠 X 射线片和 CT 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可明确病变

部位和范围，但骨肿瘤体积对手术方案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其

形状的多样化和不规则给临床治疗带来了难点
[36]
。单独利用

影像学检查无法准确计算出骨肿瘤的实际体积，还需更加精确

可行的测量方法。而通过建立损伤部位的有限元模型进行计算

机断层扫描能够准确预测肿瘤假体的应力分布和稳定性，为指

导假体设计和优化内固定方式提供依据
[37]
。IWAI 等 [38]

通过有

限元分析方法分析骨肿瘤活检后病理性骨折的危险因素，结果

证明骨活检孔的宽度 < 周长的 10% 有助于将骨强度减弱降至

最低。ZHAO 等
[39]

通过有限元分析研究双支撑腓骨 - 踝关节融

合术的生物力学效果，证明双支撑腓骨 - 踝关节融合术是治疗

胫骨远端恶性肿瘤后缺损的一种可行方法。骨肿瘤分类复杂，

在其治疗、预后和风险评估中，有限元分析都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微结构损坏、骨强度下

降、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
[40]
，是骨内科另一种常见

疾病，多发生于 60 岁以上老年人，尤以女性多见，其主要病理

变化是矿盐和骨基质比例减小，骨微观结构破坏。改善骨微结

构是骨质疏松症治疗的主要目标
[41]
。在临床工作中建立骨组织

有限元模型进行应力状态分析能准确计算骨强度，评价临床治

疗效果，为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和预后提供有力依据。KEAVENY
等

[42]
分别对罗莫苏单抗 (Romosozumab)、安慰剂或特立帕肽治

疗 12 个月的绝经后低骨量女性的 L1 椎体和股骨近端建立有限元

模型，结果表明 Romosozumab 对于椎体或非椎体部位的骨强度

和骨密度均有改善，为骨质疏松症提供了一种潜在高效的治疗

方法。HE 等
[43]

利用微有限元分析评估全髋关节置换术后骨小

梁的力学性能，证明软骨下骨小梁的骨板和骨杆的变化在骨关

节炎和骨质疏松症进展中起着关键作用，软骨下骨小梁的改善

可能是很有前途的治疗方法。

有限元分析在骨内科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对骨及相

关附属组织实际负荷状态分析的准确性，促进了临床诊疗技术

的发展。但在目前使用过程中，有限元模型的准确度会受到图

像扫描分辨率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6｜No.36｜December 2022｜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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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实验影响因素的控制调节，提高

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符合临床要求。

2.4   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医疗器械研究设计中的应用   这里论述的

骨科医疗器械主要是指固定器械。骨科固定器械包括内固定和

外固定，二者在研究设计和临床应用过程中必须详细分析人体

解剖结构的生物力学状态，符合各关节以及整个躯体的运动规

律。有限元分析可通过对人体解剖结构建立三维模型，准确计

算出机体在各种状态下的生理负荷状况，在指导各类型固定装

置设计应用中发挥突出作用。在内固定设计应用中，李甜甜等
[44]

对比股骨干骨折新型与传统锁定加压接骨板的有限元模型生物

力学性能，证明新型锁定加压接骨板拥有更有效的生物力学稳

定性。在外固定设计应用中，罗斌等
[45]

利用该法对比新型外固

定护具及改良的“8”字绷带加 T 型夹板治疗锁骨骨折的力学作

用特点，证明前者复位固定骨折端的能力优于改良的“8”字绷

带 +T 型夹板。有限元分析丰富了骨科固定器械的研发实验手段，

可为临床应用提供更优选择。

骨科医疗器械设计应用步骤一般分为方案提出、实验设计、

资料收集、资料验证以及产品制造等 5 个阶段。研究人员根据

临床需求提出医疗器械研发方案，预测固定装置对疾病的疗效

以及对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影响。通过制定相应的实验计划，

利用有限元分析对固定装置在人体的生物力学状态进行模拟，

获取固定装置对人体真实生理状态影响的相关资料。将收集到

的实验资料与预测结果比较，确定固定装置的实际疗效及对正

常生理功能的影响，最后决定该类固定装置是否值得制造推广。

在各阶段工作中有限元分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缩短了研

发周期，同时节省了大量研发成本。

近年来，随着增材制造技术的推广，更多的新型医疗器械

不断涌现，个性化器械成为骨科固定器械新的发展方向
[46]
。有

限元分析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修改实验模型，指导设计

出更符合患者实际需求的固定装置，与传统有创性研究方法相

比，在个性化固定器械设计应用方面具有安全、经济、易操控

等优点，极大地促进了个性化固定器械的发展，丰富了临床应

用的可选性。目前，有限元分析在医疗器械设计应用过程中还

缺乏统一标准，需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对有限元分析在应用

中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或提高有限元模型的精度，利用数字技

术直接获得个性化器械的性能数据，确保个性化器械的风险受

益可接受
[47]
。

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见表 3。

表 3 ｜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应用科室 问题 解决方案

脊柱外科 软硬件获取受限、通用模

型匮乏以及非骨性结构建

模缺少精准度

加强与影像、检验等辅助医疗科室的合作，

从解剖结构、材料属性、模型验证等多个

方面入手，提高有限元模型的精确性

关节外科 应用范围局限于静态结构 修改结构本身的模态参数，分析结构对动

载荷的响应特点，确定节点位移，提高有

限元分析在动态分析领域的准确性

创伤骨科 开放性损伤有限元模型质

量控制较差

增加有限元模型设置的实验参数，灵活调

整骨骼肌肉系统的属性设定

骨内科 图像扫描分辨率等因素影

响有限元模型的准确度

加强对实验影响因素的控制调节，简化实

验过程

骨科相关

医疗器械

应用过程缺乏统一标准 加快建立有限元分析在应用中的统一操作

标准，加强对使用者的技术培训

究设计领域，对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各临床科室的应用进行了深

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成果和临床诊疗手段，对促

进骨科生物力学分析方法和临床诊疗技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在以往使用过程中，有限元分析还存在着方法使用不当、

有限元模型建立不准确等问题，对骨关节和相关软组织的实际

应力情况模拟精度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实验结果的准确

性，仍需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3.2   作者综述区别于他人他篇的特点   作者整理分析近 10 年来

有限元分析在骨科临床和科研工作的应用进展，侧重于比较其

与传统研究方法在使用过程中的优势与劣势，为在实际工作中

选择或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提高实验结果准确性提供借鉴。

3.3   综述的局限性   该综述对有限元分析方法在骨科应用现状的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静态力学分析方面，在动态力学方面搜集

的资料不够全面，仍需进一步的完善提高。

3.4   综述的重要意义   有限元分析与尸体解剖、动物实验等传统

研究方法相比，具有无创安全、试验周期短、操作灵活等优点，

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和科研工作，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5   课题专家组对未来的建议   针对当前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在

未来工作中应加快建立起有限元分析在骨科应用中的统一操作

标准，加强对使用者的技术培训，使有限元分析在骨科的应用

规范化、常态化，并积极推动与影像、检验等辅助医疗科室的

合作，形成联动机制，加快临床工作进展，以简化操作程序，

减少实验误差。有限元分析在骨科临床与科研以及医疗器械研

究设计方面的发展方向应重点集中在三维动态领域，通过建立

动态有限元模型，全面分析各组织结构实际应力情况，更好地

辅助临床诊疗和医疗器械设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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