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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腱弹性蛋白降解对其准静态拉伸力学性能的影响

刘晓云 1，邓羽平 1，2，3，李飞飞 1，赵东良 3，4，杨  洋 1，黄  涛 1，5，谭文长 3，4，吴耀彬 1，黄文华 1，6，李严兵 1

文题释义：
准静态拉伸：在经典拉伸试验中，载荷稳定增加，且平稳施加称为准静态。准静态试验方法的上限大约为10-1 s-1

的变形速度，因此最大增
加量(例如应变)不能超过0.1%/s。
应力松弛：是高分子黏弹性特有的现象，指在一定温度和恒定应变的作用下，试样的应力随时间的增加而衰减的现象。

摘要
背景：髌腱是维持膝关节稳定的重要结构，在拉伸作用下表现出特有的非线性力学特性，但是弹性蛋白在拉伸载荷下对髌腱力学行为的影
响尚不清楚。
目的：通过弹性蛋白的靶向酶处理，研究弹性蛋白对髌腱力学性能的影响。
方法：①将30个40-50 mg新鲜猪髌腱平均分配到5种不同弹性蛋白酶浓度(0，1，5，10，20 U/mL)中孵育以及在5个不同的时间(0，1，4，
6，12 h)的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孵育，最后检测弹性蛋白含量。②将髌腱分别在PBS溶液、5 U/mL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处理8 h，进行Verhoeff 
Van Gieson(VVG)染色和Masson染色。③将20个新鲜猪髌腱随机分为PBS对照组和弹性蛋白酶处理组(弹性蛋白酶组)，在试样表面标记9个
点后进行纵向拉伸及应力松弛实验，使用光学非接触法计算标记点的位移用于后续应变分析并计算应力；然后将试样分别在PBS溶液、 
5 U/mL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孵育8 h，再次进行同样的力学测试。
结果与结论：①在5 U/mL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孵育8 h可以满足此次实验要求；②与处理前相比，PBS组和酶处理组的组织拉伸应力显著降
低，均降低约40%(P < 0.001，P < 0.01)；与处理前相比，处理后的松弛百分比显著增加，前后相差约12%(P < 0.05)；在归一化的平均应力-
时间曲线上，酶处理组比PBS组应力降低更大，两者相差约16%(P < 0.0001)；③以上结果表明，弹性蛋白在髌腱的拉伸力学特性及黏弹性
特性中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补充了对多尺度肌腱结构-功能关系的理解，这有利于未来对微观结构本构模型的发展和改进，以模拟髌腱
病变及手术干预。
关键词：髌腱；生物力学；应力松弛；弹性蛋白；准静态拉伸；弹性蛋白酶；黏弹性；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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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髌腱病变是一种常见的过度使用损伤，在篮球和排球等

跳跃运动中最常见，数据显示，在优秀篮球运动员中患病率

高达 32%，在高水平排球运动员中患病率高达 50%[1-3]
。力学

载荷是肌腱病免疫病理学中一个明确的因素，随着力学荷载

的增加，髌腱的生物力学特性 ( 包括材料和结构 ) 都发生了

显著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生物力学的角度去分

析髌腱的材料特性，将此作为一个指标用来监测髌腱病变的

风险
[4-7]

。

髌腱将髌骨连接到胫骨转子，是膝关节部分重要的组成

成分，在稳定和控制膝关节运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8]
。髌腱

的结构 - 功能特征在病理条件下会受到影响，但髌腱病变的

发病机制尚不完全了解，研究表明与组织结构变化有关
[9-10]

。

膝关节韧带、肌腱的整体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化

学成分和结构
[11]
，所以为了理解髌腱结构 - 功能关系，并

解释疾病或损伤导致的细胞外基质组成部分和力学反应的改

变，就必须先确定它们对正常组织力学的贡献。

肌腱是一种结缔组织，主要由水、Ⅰ型胶原蛋白 ( 占

组织干质量 70%-80%)、弹性蛋白 ( 占组织干质量 1%-2%)、

蛋白多糖和成纤维细胞等组成
[12]
。现有研究使用特异性酶

降解方法结合生物力学测试来评估不同组织中弹性蛋白纤维

在力学中的作用
[13-16]

，例如 HENNINGER 等
[17]

发现弹性蛋白

主要在应力 - 应变曲线的趾部区域发挥作用，但在线性区域

提供负荷支撑。弹性蛋白是成熟弹性纤维的主要成分 ( 约占

90%)，它赋予了组织弹性
[18]
。弹性蛋白纤维存储的弹性能量

能使组织免受伤害
[19]
，这与髌腱等柔性结构特别相关。胶原

纤维是髌腱中含量最丰富和最重要的成分，它的力学响应已

被广泛研究
[20-23]

，但是弹性蛋白如何在准静态拉伸下对正常

髌腱力学行为产生影响尚不完全清楚。

因此，该研究将通过弹性蛋白纤维的靶向酶处理，并与

生化分析、组织学染色分析、生物力学测试相结合，同时使

用光学非接触测量应变技术以量化弹性蛋白纤维对髌腱生物

力学性能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完全随机对照试验，生物力学分析，配对 t 检验

和两样本 t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南方

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标本及处理   获取成年猪的新鲜髌腱 23 个 ( 雌性

11 只，体质量 35-50 kg，12 月龄左右 )，用浸泡过磷酸盐缓

冲液 (PBS) 的纱布平展包裹，-20 ℃冷冻保存
[24-25]

，隔天进

行测试。动物实验获得深圳湾实验室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

决议编号：AETWC202101，批准时间：2021-09-01。             

1.3.2   主要试剂耗材   弹性蛋白酶 (Elastin Products Company， 

EC134)，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 (Elastin Products Company， 

SB903)，弹性蛋白检测试剂盒 (Biocolor，F2000)，1×PBS 

(Biosharp，BL302A)，Masson 三色试剂盒 ( 雷根，DC0032)，
Verhoeff 弹力纤维染色试剂盒 (Sbjbio，BP-DL201)。
1.3.3   主要仪器设备   Bose 万能材料试验机 ( 3220-AT Series 

Ⅱ，美国沃特世公司 )，索尼摄像机 ( FDR-AXP55，上海索

广电子有限公司 )，Multiskan GO 全波长酶标仪 (5111930，
Thermo Scientific， 美 国 )， 多 功 能 离 心 机 (FC5718R，

Liu Xiaoyun, Master candidate, Guangdo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of Medical 3D Printing Application,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Biomechanics,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of Human Anatom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Yanbing, MD, Professor, Master’s supervisor, Guangdo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of Medical 3D Printing 
Application,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Biomechanics, National Key Discipline of Human Anatom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Patellar tendon is an important structur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and exhibits unique nonlinear mechanical properties under 
tension, but the effect of elastin on the mechanical behavior of the patellar tendon under tensile loading is still unclear.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elastin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patellar tendon through targeted enzyme treatment of elastin.
METHODS:  (1) Thirty fresh porcine patellar tendons, weighing 40–50 mg,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five different elastase concentrations (0, 1, 5, 10, 20 U/mL) 
or incubated in elastase solutions for five different times (0, 1, 4, 6, 12 hours), and finally the elastin content was detected. (2) Patellar tendon was treated in 
PBS or 5 U/mL elastase for 8 hours, then Verhoeff Van Gieson (VVG)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3) Twenty fresh porcine patellar tendon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PBS control group and elastase-treated group. After 9 points were marked on the sample surface, the longitudinal tensile test and 
stress relaxation test were carried out.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marked points was calculated by optical non-contact method for subsequent strain analysis and 
stress calculation. The samples were incubated in PBS or 5 U/mL elastase for 8 hours, and the same mechanical test was performed agai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Incubating in 5 U/mL elastase for 8 hours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experiment. (2)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issue tensile stres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PBS and elastase-treated groups, which were both decreased by about 40% (P < 0.001, P < 0.01).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the relaxation percentage after treatmen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a difference of about 12% (P < 0.05). On the normalized average 
stress-time curve, the stress of elastase-treated treatment group decreased more than that of PBS group, with a difference of about 16% (P < 0.0001). (3) 
The above results showed that elasti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ensi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viscoelastic properties of patellar tendon, further 
supplemen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scale tendon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s, which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microstructure constitutive model in the future to simulate patellar tendon lesions and surgical intervention.
Key words: patellar tendon; biomechanics; stress relaxation; elastin; quasi-static tensile; elastase; viscoelasticity; enzyme treatment

Funding: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Project, No. 2018B090944002 (to LYB); Guangdong Provincial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und, 
No. 2020B1515120001 (to HWH);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No. JCYJ20210324130401005 (to ZDL)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XY, DENG YP, LI FF, ZHAO DL, YANG Y, HUANG T, TAN WC, WU YB, HUANG WH, LI YB. Effect of elastin degradation of patellar tendon 
on the quasi-static tensile mechanical propertie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18):2831-2836.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18｜June 202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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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原著

OHAUS，美国 )，pH 计 (S210-K，梅特勒，美国 )，正置显

微镜 (Primo star，Zeiss，德国 )，全封闭式自动脱水机 (Asp 

300S，Leica，德国 )。
1.4   实验方法  

1.4.1   弹性蛋白酶孵育的浓度及时间探索性实验    

(1) 溶液配制：使用 pH 计将 1×PBS 调节为 pH 8.3，然后

配置 4 种不同浓度的弹性蛋白酶溶液 ( 含 0.1 g/L 大豆胰蛋白

酶抑制剂 )，分别为 1，5，10，20 U/mL；配置 0.1 g/L 大豆

胰蛋白酶抑制剂溶液 (SBTI)。
(2) 弹性蛋白水解：切取来自同一个新鲜髌腱的小组

织片段 (n=15)，质量为 40-50 mg( 规格约为 5 mm×5 mm× 

1 mm)[26]
。为了防止弹性蛋白酶杂质引起组织蛋白水解，所

有组织在 3 mL 的 0.1 g/L 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溶液中室温下

平衡 15 min。这些组织随机分成 5 组 ( 每组 n=3)，在用 PBS

配置的 0，1，5，10，20 U/mL 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室温下孵

育 6 h，以评估弹性蛋白酶浓度对组织的影响。从另一个髌

腱获取同样的小组织片段 (n=15) 进行上述大豆胰蛋白酶抑制

剂处理，随机分成 5 组 ( 每组 n=3)，在 3 mL 的 5 U/mL 弹性

蛋白酶溶液中室温下孵育 0，1，4，6，12 h，以评估孵育时

间对组织的影响。弹性蛋白酶处理后，所有组织在 PBS 中洗

涤 3 遍，共 30 min，用下述生化分析测量弹性蛋白含量。结

果表明弹性蛋白酶处理方案为在 0.1 g/L 的 SBTI 溶液中平衡

15 min，然后在 5 U/mL 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孵育 8 h。
1.4.2   生化分析   使用 Fastin 弹性蛋白检测试剂盒对髌腱的弹

性蛋白含量进行定量分析。将孵育后的组织置于 1.5 mL 微量

离心管中，用剪刀剪成碎片，每管加入 0.25 mol/L 草酸溶液

750 μL，混匀，在 100 ℃下加热 1 h；恢复常温后，13 000×g

离心 10 min，获取上清液并记录提取的液体体积。此过程重

复 2 次以完全溶解组织样本，将不溶性弹性蛋白转化为可溶

性 α- 弹性蛋白，合并提取的液体。根据制造商的说明，对

提取的液体使用酶标仪测定 A 值，通过绘制标准曲线定量组

织中弹性蛋白的含量，弹性蛋白含量通过湿质量进行归一化。

1.4.3   组织学分析

(1) 髌腱处理：对获取的组织片段在 PBS 溶液或 5 U/mL

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室温下孵育 8 h( 每组 n=3，来自同一个髌

腱 )，洗涤 3 遍后，用体积分数 4% 甲醛固定液固定 48 h，

进行脱水 - 透明 - 浸蜡 - 包埋 - 切片步骤处理，切片厚度为 

5 μm，染色完成后选取 3 张具有代表性的切片进行镜下观察。

(2) Verhoeff Van Gieson(VVG) 染色：组织石蜡切片脱蜡

至水，切片用配制好的 Verhoeff 染色液浸染 15-30 min，至

颜色呈深黑色；流水冲洗，除去多余的染液；用 Verhoeff 分

化液分化至弹力纤维清晰为止 ( 镜下观察 )，流水充分冲洗；

用体积分数 95% 乙醇处理数秒，快速脱碘，流水冲洗 2.0- 
3.0 min；将切片放入 5% 硫代硫酸钠溶液中 3 min，流水充分

冲洗，蒸馏水冲洗；VG 染色液复染 1 min，体积分数 95% 乙

醇快速分化，无水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固。

(3) Masson 染色：组织石蜡切片脱蜡至水，进入 0.5%

冰醋酸 1 s，入复红染色液内 10 min，入磷钼酸内 5 min，入

苯胺蓝染色液中 3 min，冰醋酸洗涤 3 次，梯度乙醇脱水，

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固。

1.4.4   生物力学测试

(1) 制样：获取 20 个新鲜髌腱，使用游标卡尺准确测量

样品尺寸 ( 长、宽、厚 )3 次，取平均值。将制备好的样品放

入 PBS 中，直到进行力学测试，测试过程中用生理盐水喷洒，

保持样本湿润。

(2) 处理前后力学测试：使用万能材料试验机在室温下

进行纵向拉伸实验，上下夹具之间的初始长度为 25 mm[27]
。

在髌腱表面标记 9 个黑点，见图 1，测试过程中使用摄像机

拍摄测件在拉伸过程中的长度变化，用于后续应变分析。夹

紧测件后，进行 5 次 2% 形变的循环加载，然后拉伸到 12%

的形变，最后做 300 s 应力松弛，测件以 1%/s 的应变率进行

加载，并记录测试过程中的载荷及位移
[28-29]

。选取 12% 的形

变是因为肌腱处在弹性范围内
[30]
，能使测件进行力学测试

后恢复回原来的状态，以至于再次测试时具有可比性。测试

完成后，将测件连同夹具一起从测试系统中取下来，在 PBS

中恢复 30 min。所有测件先在 0.1 g/L 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

溶液中孵育 15 min，然后随机选取 10 例测件分别在对照组

PBS 或 5 U/mL 弹性蛋白酶溶液中孵育 8 h。孵育完成后，用

PBS 溶液清洗 3 遍，将测件连同夹具一起重新放回测试系统

中，再次进行同样的力学测试。

(3) 数据分析：采用 Mathworks 编程的自制程序来实时

跟踪摄像机拍摄的 9 个标记点的位移，计算局部拉伸比的变

化，即拉伸比 = 拉伸前的长度 / 拉伸后的长度，从而得到试

样平均的拉伸比，并代入柯西应力公式计算应力变化，此部

分方法已在前期力学测试中得到验证
[31]
。此次实验分析测试

的应力松弛部分，以研究髌腱的时间依赖性行为，应力为初

始应力归一化。峰值应力为拉伸到 12% 形变后紧随斜坡后

的最大值，平衡应力为完成 300 s 应力松弛期时的稳态值，

松弛百分比为应力松弛期间发生的相对变化，即 ( 峰值应

力 - 平衡应力 )/ 峰值应力 ×100，归一化平均应力为重新测

试的数据除以第 1 次测试 ( 处理前 ) 中相应样品的总体峰值 

应力
[32]
。

1.5   主要观察指标   PBS 或弹性蛋白酶处理后髌腱弹性蛋白

含量的变化、组织结构的变化，及处理前后应力应变曲线、

峰值应力、平衡应力、松弛百分比及归一化应力的变化。

1.6   统计学分析   所有结果表示为 x-±s，使用 GraphPad Prism 

6.01 软件进行图标绘制及统计学分析。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评估不同浓度弹性蛋白酶或不同处理时间的弹性蛋白含量的

变化，事后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处理前后的力学性能差

异采用配对 t 检验，两个处理组之间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设定 P < 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

南方医科大学统计学专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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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标本数量分析   所有 23 个髌腱标本均完成实验。在应力

松弛实验过程中，PBS 对照组有 2 个标本发生轻微抖动，为

了保持一致性，PBS 对照组和弹性蛋白酶处理组 ( 弹性蛋白

酶组 ) 各选择 8 个应力松弛实验数据进行应力 -时间分析。

2.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猪髌腱的宽、厚、横截面积差

异均无显著性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 1。

相比，弹性蛋白酶处理的组织清楚显示弹性蛋白降解效果，

见图 3A，B。Masson 染色将胶原蛋白纤维染成蓝色，显示

弹性蛋白酶处理前后的胶原纤维方向不受酶处理的影响，显

示了弹性蛋白沿着胶原纤维分布，胶原纤维呈波浪状，卷曲

清晰可见，见图 3C，D。在弹性蛋白酶处理之前，组织中的

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排列整齐紧凑；弹性蛋白酶处理后，组

织变得疏松，弹性蛋白在组织中零碎存在，胶原纤维波浪状

的卷曲度减少。除此之外，还可见弹性蛋白酶从外表面开始

向内降解弹性蛋白。

图注：图 A 为样品原始图；B 为处理前的上样图 ( 夹具和测件 )；C 为处

理前拉伸结束时标记点的移动轨迹；D为处理后的上样图 (夹具和测件 )；
E 为处理后拉伸结束时标记点的移动轨迹

图 1 ｜猪髌腱测试过程

Figure 1 ｜ Procedure of patellar tendon testing

表 1 ｜两组猪髌腱基线资料                            (x-±s，n=10)
Table 1 ｜ Baseline data of the pig patellar tendon of the two groups

项目 PBS 对照组 弹性蛋白酶组 P 值

宽 (mm) 15.05±0.82 15.05±0.98 0.985
厚 (mm) 4.42±0.41 4.33±0.29 0.303
横截面积 (mm2) 66.57±0.34 65.15±0.28 0.392

2.3   髌腱弹性蛋白含量检测结果    处理后，髌腱中残留的弹

性蛋白含量与弹性蛋白酶的浓度成反比，见图 2A，随着酶

浓度的增加，弹性蛋白含量表示一致的相对下降趋势。对于

不同的处理时间，随着时间的增加，弹性蛋白含量也显示一

致的下降趋势，但在 4-6 h 后基本趋于平稳，见图 2B。用于

测试的 2 个髌腱具有不同的总弹性蛋白含量，因此用于评估

不同浓度及不同时间的弹性蛋白含量会有略微差异。由于弹

性蛋白酶的成本高，且弹性蛋白酶浓度在 5 U/mL 时的含量

最低，酶浓度从 5-20 U/mL 增加时，弹性蛋白含量波动幅度

不大，统计学分析没有显著性意义，因此选择 5 U/mL 弹性

蛋白酶孵育 8 h 作为弹性蛋白酶处理方案。

2.5   弹性蛋白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2.5.1   两组髌腱处理前后拉伸柯西应力变化结果   PBS 组和

弹性蛋白酶组都显示了处理前的柯西应力要比处理后的大，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两组应力降低百分比约 40%(PBS 对照组

P=0.000 3，见图 4A；弹性蛋白酶组 P=0.001 3，见图 4B)。但

是 PBS 处理前后的柯西应力差值与弹性蛋白酶处理前后柯西

应力差值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595)。

图注：图 A 为 PBS 对照组；B 为弹性蛋白酶组。
aP < 0.01，bP < 0.001，

n=10
图 4 ｜两组猪髌腱标本处理前后的拉伸应力 -应变曲线图

Figure 4 ｜ Tensil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he pig patellar tendon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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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两组髌腱处理前后应力松弛   图 5 显示了 PBS 对照组

和弹性蛋白酶组处理前后的峰值应力、平衡应力、松弛百分

比。PBS 对照组处理后的峰值应力和平衡应力比处理前的小，

峰值应力降低约 37%，平衡应力降低约 43%，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P=0.001，P < 0.000 1)，应力下降幅度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0.241)，见图 5A。弹性蛋白酶组处理后的峰值应力和

平衡应力比处理前的小，峰值应力降低约 41%，平衡应力降

低约 61%，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0 1)，应力下降幅度

图注：图 a，b，c，d 分别为图 A，B，C，D 的局部放大图；箭头表示

黑色弹性纤维所在位置。与对照组相比，弹性蛋白酶处理的组织变得疏

松，弹性蛋白被酶有效降解

图 3 ｜两组猪髌腱组织 VVG 染色、Masson 染色结果

Figure 3 ｜ Results of VVG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in the pig patellar 
tendon of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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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n=15) 为样本在不同浓度的弹性蛋白酶处理 6 h 后弹性蛋白

的含量；B(n=15) 为样本在 5 U/mL 弹性蛋白酶处理不同时间弹性蛋白的

含量。
aP < 0.05，bP < 0.01，cP < 0.001，dP < 0.000 1

图 2 ｜猪髌腱样本不同处理条件下弹性蛋白含量检测结果

Figure 2 ｜ Test results of elastin content of the pig patellar tendon under 
different treatm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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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组织学染色观察结果   组织学染色分析弹性蛋白酶对髌

腱中弹性蛋白纤维和胶原蛋白纤维的影响。VVG 染色将弹性

蛋白纤维染成深黑色，将胶原纤维染成红色，与 PBS 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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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约 12%，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07)，见图 5B。两组

应力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显示，与处理前相比，组织经过处理

后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应力值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值均 <  

0.000 1)，见图 6A，B。通过对相应组内所有样品的归一化应

力取平均值绘制平均归一化应力 - 时间曲线，见图 6C，显

示了弹性蛋白酶组比 PBS 对照组引起的应力降低值更大 (P < 

0.000 1)。

会对韧带或肌腱中的胶原蛋白含量造成影响，但硫酸化糖胺

聚糖含量的降低对力学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了组织力学的

改变都源于弹性蛋白的损失。另外，从此次研究中的组织学

染色分析也可以看出弹性蛋白酶主要是降解弹性蛋白。

PBS 存在于弹性蛋白酶组，浸泡在 PBS 中的组织含水量

会增加，从而导致组织肿胀，降低拉伸模量和应力
[35]
，与此

次研究的结果表现一致 ( 图 4A，5A，6A)。因此需要将酶处理

后的组织力学性能和 PBS 处理后的力学性能进行比较
[37]
，从

而确定是目标蛋白的去除影响了力学性能。研究数据表明，弹

性蛋白酶处理后的拉伸应力降低为处理前 50%，虽然弹性蛋白

含量占组织湿质量的 1%-2%，但它能够提供约 1 MPa 的载荷

支撑，从而确定了弹性蛋白在髌腱中的力学贡献。此次研究中

弹性蛋白酶与 PBS 组处理前后的拉伸应力差值差异没有显著性

意义，这与 HENNINGER 等
[17]

研究显著不同，但与 FANG 等
[26]

研究发现一致。这可能有 3 点原因：其一是研究对象不同，

组织之间存在差异性；其二是孵育时间不同，有显著性差异

的研究使用 6 h，比此次研究时间短，所以额外影响少；其

三是测试方案及使用的力学设备不同，存在一定的误差。

酶处理后对拉伸应力的影响，一个解释是关于弹性蛋白

与胶原纤维的关系，胶原纤维在肌腱力学中起主要作用，此

次研究的组织学结果显示弹性蛋白沿着胶原蛋白纤维排布，

降解后会引起胶原纤维松散、弯曲度减少。FAZAELI 等 [38]
研

究发现弹性蛋白纤维可以保护胶原纤维免受重复冲击载荷，

所以随着弹性蛋白的去除，胶原纤维原有的预应力被消除，

从而使它们处于放松状态。临床研究表明，弹性蛋白纤维在

维持健康肌腱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弹性纤维在衰老过程

中的降解可能是老年人肌腱损伤风险增加的原因，它的破坏

可导致许多遗传性和获得性疾病
[39-40]

。

Ehlers-Danlos 综合征、良性关节过度活动综合征等常出

现弹性蛋白纤维的磨损、紊乱、钙化、碎片，弹性纤维疾病

的患者也常出现关节活动异常，这突出了弹性蛋白纤维在关

节周围结缔组织结构如肌腱的生物力学特性中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41]
。

肌腱是一种黏弹性材料，表现出依赖于时间的力学响

应，并耗散使其变形所需的一小部分能量，黏弹性的变化

与疾病的进展有关
[42]
。在应力松弛测试中，弹性蛋白酶处

理对髌腱黏弹性特性有显著影响 ( 见图 5B，6B)，应力降低

的百分比显著增加 (P < 0.05)；图 6C 中显示在应力松弛期 

间，弹性蛋白酶组比 PBS 对照组以更大的速率下降，更加体

现了弹性蛋白对黏弹性特性的影响更大，这与 ROSS 等
[43]

对

心脏瓣膜的研究一致，这一发现为了解组织的时间依赖性行

为及如何受细胞外基质成分变化的影响提供了实验证据。弹

性蛋白的这种黏弹性影响，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弹性蛋白能

够储存弹性能量，但是弹性蛋白消耗之后，能量耗散增加，

组织也不能完全回到初始状态
[44]
。

此次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其一，因人体标本的限制，

使用猪为研究对象，但是人与动物材料特性是有一定差异，

因此下一步研究应该使用人体标本进行针对性实验；其二，

3   讨论   Discussion
此次实验通过比较同一样品经过弹性蛋白酶处理前后的

力学参数来评估弹性蛋白对髌腱的力学影响。髌腱经过弹性

蛋白酶处理后，拉伸应力降低，应力松弛中的应力降低值更

大，松弛百分比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弹性蛋白在髌腱的拉伸

力学特性及黏弹性特性中起到重要作用。

HIRANO 等
[33]

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总弹性蛋白水平低于野

生型 30% 时，动物的生存能力会受到影响，因此弹性蛋白的

选择性降解或许可以用来研究已经历正常发育的组织。在此

次研究中，弹性蛋白酶从组织中去除了 37%-45% 弹性蛋白，

研究发现弹性蛋白含量降低约 35% 时，酶处理后的应力显著

降低
[17]
，从而也表明了此次研究靶向酶处理方案的可行性。

弹性蛋白酶可降解组织中胶原蛋白、层粘连蛋白、硫酸化糖

胺聚糖等
[34]
，HENNINGER 等

[35]
与 GODINHO 等

[36]
的研究使

用与此次研究一样的弹性蛋白酶及相似的处理方案，发现不

图 6 ｜两组处理样品的平均应力 - 时间曲线，通过对应的对照应力进行

归一化

Figure 6 ｜ Averaged stress-time curves for the two groups of treated 
samples, normalized by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stress

图注：图 A，B 分别为 PBS、弹性

蛋白酶组随时间变化的平均应力

松弛曲线 (n=8)，此应力为初始应

力归一化；C 为两组与自身处理前

的总体峰值应力进行归一化的应

力松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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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组猪髌腱标本处理前后峰值应力、平衡应力及松弛百分比

Figure 5 ｜ Peak stress, equilibrium stress and relaxation percentage of the 
pig patellar tendon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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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弹性蛋白酶的渗透受到标本规格的限制，没有完全将弹

性蛋白降解，下一步研究可以增大酶浓度及孵育时间。

综上所述，此次实验通过适度降解弹性蛋白从而改变了

髌腱的力学性能，证明了弹性蛋白对髌腱的力学贡献，这为

髌腱结构 - 功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见解，希望可以为髌

腱炎在生物力学上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视角。通过获取的力

学性能数据可用来建立包含弹性纤维的髌腱本构模型，并用

于弹性纤维在正常、病理或损伤纤维结缔组织中的研究探讨。

另外，髌腱是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理想移植物，因此，此次实

验的结果还可用来指导组织工程中髌腱材料的开发，模仿天

然组织的微观结构，从而获得理想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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