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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外科领域的应用

高  旭 1，邢文华 2

文题释义：

有限元分析法：本质上是一种微分方程的数值求解方法，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弹性力学问题的数值求解方法，在

这种方法中一个物体或系统被分解为由多个相互联结、简单、独立的点组成的几何模型。

脊柱侧凸：是一种脊柱的三维畸形，包括冠状位、矢状位和轴位上的序列异常。

摘要

背景：脊柱作为人体的中轴骨骼，是身体的支柱，有负重、减震、保护和运动等功能。当脊柱疾患发生时，常会导致患者出现外观畸形、

背部疼痛、下肢疼痛甚至瘫痪等严重后果。有限元分析法应用于脊柱外科可以进行脊柱疾患的建模及力学分析，为脊柱疾患的发生机制，

治疗方案及预后判断提供了研究方法。

目的：综述有限元分析法在各类型脊柱疾患中的应用现状。

方法：使用计算机检索在PubMed、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发表的关于有限元分析法及脊柱疾患的相关文献。文献发表时间为2012-
2022年。英文检索词：“Finite Element Method，Spine，Scoliosis，Spinal Fracture，Intervertebral Disk Degeneration，Osteoporosis，
Biomechanics，Review”，中文检索词：“有限元法、脊柱、脊柱侧凸、脊柱骨折、椎间盘退变、骨质疏松、生物力学、综述”，最终共

纳入53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①有限元分析法是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几何和载荷工况)进行模拟，利用简单而又相互作用的元素(即单

元)，就可以用有限数量的单元去逼近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②有限元分析法已成为脊柱外科领域研究的有力工具，使外科医生能够更

直观地理解生理和病理情况下的脊柱生物力学。③患者个性化有限元模型的构建可以用于患者病情评估以及术前和术中规划，从而避免神

经、肌肉和血管的损伤。④由于有限元分析法只是真实条件的数字模拟，它还不能精确模拟体内实际情况，有许多特征无法利用有限元法

表示。⑤现阶段大多脊柱模型均以成人的脊柱刚度特性进行研究，而缺乏年轻脊柱的材料属性，这降低了对发育性脊柱疾病研究的准确

性。未来研究者们需建立各个年龄段的脊柱模型，研究不同年龄段脊柱的材料属性。

关键词：有限元法；脊柱；脊柱侧凸；脊柱骨折；椎间盘退变；骨质疏松；生物力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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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s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human body, the spine is the pillar of the body and has functions such as weight-bearing, shock absorption, protection 
and movement. When spinal disorders occur, it often leads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such as appearance deformity, back pain, lower extremity pain and even 
paralysis. The appl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spine surgery can carry out modeling and mechanical analysis of spine diseases, and provide a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pathogenesis, treatment plan and prognosis of spine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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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特点——

文章综述了有限元分析法

在脊柱外科疾患中的应

用，并对现阶段有限元分

析法的不足进行阐述。

研究目的：

文章论述了有限元分析法

在脊柱外科领域的应用现

状，说明其应用优势和局

限性。

意义：

(1) 有限元法可以研究脊柱外科疾

患的发生机制，可以进行术前

规划及力学分析等。

(2) 有限元法在其材料属性的模

拟、在体脊柱完整力学情况的

分析等方面仍有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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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有限元法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模拟建模的力学分析方法，最

早被应用于解决工程及航空工业方面的问题
[1-2]

。1972 年有限元

分析法被应用到骨科生物力学研究中
[3]
。1974 年，BELYTSCHKO

等
[4]
首次将有限元分析法应用于脊柱外科领域，并建立了第一

个脊柱有限元模型。有限元分析法的原理是将复杂的物体分解

成为形状简单的单元，分解后的单元通过具有一定自由度的节

点相互连接，在计算机上赋予这些单元、节点材料属性和硬度等，

模拟真实脊柱的硬度及结构，用以进行力学研究
[5]
。随着计算机、

有限元软件及建模方式的发展，研究者们可以构建更加完整的

脊柱有限元模型，不仅可以构建骨性结构，还可以将脊柱中的

椎间盘、韧带及周围肌肉等组织附加在骨性模型上，技术的进

步极大提高了脊柱疾患生物力学分析的准确性
[5-6]

。

脊柱作为人体的中轴骨骼，是身体的支柱，有负重、减震、

保护和运动等功能
[7]
。当脊柱疾患发生时，常会导致患者外观

畸形、背部疼痛、下肢疼痛甚至瘫痪等严重后果，脊柱疾患的

主要类型包括脊柱畸形、脊柱骨折、椎间盘退变性疾病和骨质

疏松等
[8-11]

。由于人体脊柱的解剖结构复杂，脊柱与周围神经和

动脉等的位置十分接近，各个椎体之间的应力多变，韧带、肌

肉连接的相互作用力不同，为临床、科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有限元法作为一种可视化方法应用于脊柱外科可以进行合

理的术前规划，降低术中螺钉置入风险，还可以利用计算机测

量脊柱及相应内固定物的应力，为脊柱生物力学研究提供了条

件
[12]
。为此，综述有限元分析法在各类型脊柱疾患中的应用现状，

对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外科领域的后续应用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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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在 2022 年 3 月进行检索。

1.1.2   检索文献时限   文献发表时间为 2012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

1.1.3   检索数据库   PubMed、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

1.1.4   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Finite Element Method，Spine，
Scoliosis，Spinal fracture，Intervertebral Disk Degeneration， 

Osteoporosis，Biomechanics”，中文检索词：“有限元法、脊柱、

脊柱侧凸、脊柱骨折、椎间盘退变、骨质疏松、生物力学”。

1.1.5   检索文献类型   研究原著、综述、述评、经验交流、病例

报告和荟萃分析。

1.1.6   检索策略   以 PubMed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策略为例，

见图 1。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in various types of spinal diseases.
METHODS:  The articles about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spinal diseases published in PubMed,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by computer. The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from 2012 to 2022. The search terms were: “finite element method, spine, scoliosis, spinal fracture, intervertebral disk degeneration, 
osteoporosis, biomechanics, review” in Chinese and English. Finally, 53 articles were included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is to use mathematical approximation to simulate the real physical system (geometry and load 
conditions). Using simple interacting elements (i.e., cells), a finite number of unknowns can be used to approximate a real system with infinite unknowns. (2)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as become a powerful tool in the field of spine surgery, enabling surgeons to more intuitively understand the biology of the spine under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3) The construction of a patient’s personalized finite element model can be used for patient condition assessment 
and preoperative and intraoperative planning, so as to avoid nerve, muscle and vascular damage. (4) Since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is only a digital 
simulation of real conditions, it cannot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body, and there are many features that cannot be represent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5) At present, most spine models are studied with adult spine stiffness properties, which lack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young spines, 
which can reduce the accuracy of research on developmental spine diseases. Spine model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spin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method; spine; scoliosis; spinal fracture; disc degeneration; osteoporosis; biomechanic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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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英文数据库文献检索策略图

1.1.7   检索文献量   初步检索到相关英文文献 784 篇，中文文献

57 篇。

1.2   入组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论述有限元分析法发展过程及应用现状的文

章；②论述有限元分析法在各类型脊柱疾患中应用的文章。

1.2.2   排除标准   排除重复性研究及与内容不相关的文章。

1.3   文献质量评估与数据的提取   共检索到 841 篇文献，包括英

文文献 784 篇，中文文献 57 篇，经过去重及合并等工作，纳入

符合标准的 53 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1 篇，英文文献 52 篇，

中文作者文献 21 篇，英文作者文献 32 篇，内容侧重有限元分

析法在各类型脊柱疾患中的应用。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2。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使用计算机在 PubMed、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

共检索到文献 841 篇

筛选去除重复、不相关的文献 788 篇

最终纳入 53 篇文献进行综述

2   结果   Results 
2.1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侧凸中的应用   脊柱侧凸是脊柱畸形

中的常见类型，是指脊柱在三维空间的扭曲，包括水平面上的

椎体旋转、冠状面上脊柱向侧方弯曲及矢状面上前、后凸角度

的增加或者减少，一般以冠状面上 Cobb’s 角≥ 10° 作为诊断标 

准
[13]
。脊柱侧凸主要包括发育性脊柱侧凸和退行性脊柱侧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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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育性侧凸又可分为先天性脊柱侧凸和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凸。脊柱侧凸的发病率在 2%-5%，而其中大约 80% 的病例是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当 Cobb’s 角达到 30° 并继续进展时，就

会出现背痛、呼吸循环等方面的并发症和其他生理问题，还会

导致与外形相关的心理方面问题的产生，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14]
。

所以在脊柱侧凸的治疗过程中，制定科学严谨的方案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手术治疗中，不同手术方案的选择决定了手术操作的

难度及疾病的预后。

有限元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脊柱侧凸病因研究、支具治疗

及手术治疗等的生物力学分析中
[15]
。

2.1.1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侧凸发生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机制的研究逐渐由单因素向

多因素发展，并逐渐开始研究力学因素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凸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SCHLAGER 等
[16]

建立了有限元模型并研究了静态呼气末期

的胸膜内压分布对脊柱侧凸的影响，该研究表明左右胸腔之间

的不对称压力可以导致脊柱向负压较低的一侧发生横向偏移，

而肋骨背侧的压力差可以导致椎体旋转，加速了脊柱侧凸的进

展。该研究证实了胸膜内压与脊柱生物力学和病理学 ( 如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 的潜在相关性，为日后利用平衡胸膜内压

以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提供思路，但目前需要真实病例

的胸膜内压数据对这一假设加以验证。

肌肉发育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发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这也是目前对于该疾病发生机制的主要假设之一。VAN 
DER PLAATS 等

[17]
研究发现单侧肌肉延迟生长会导致肌肉发育不

对称，这可能引起脊柱侧凸。KAMAL 等 [18]
在有限元模型上降低

脊柱侧凸模型上的凹侧胸最长肌和多裂肌强度，发现其可以使

顶椎轴向旋转程度降低 35%，并使凹侧的垂直压缩应力减少约

25%，这可以减缓脊柱侧凸的进展。该研究从有限元生物力学的

角度验证了肌肉发育不对称性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影响，同

时也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早期治疗提供思路，例如对椎旁肌肉

发育进行干预以减缓脊柱侧凸进展。

有研究者提出特发性脊柱侧凸只在特定人群中有患病倾

向，PASHA[19]
分别建立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脊

柱二维矢状面 S 形弹性棒有限元模型，在模型上加载垂直压缩

应力，发现具有相似矢状面曲率的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二维

S 形弹性棒三维变形力学模式相同，而健康志愿者的二维 S 形弹

性棒则不容易发生三维变形。这项研究证明个体脊柱矢状面的

特定形状可能是导致特发性脊柱侧凸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

为遗传、基因因素在特发性脊柱侧凸发病机制的研究中建立了

一定基础。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及机制的研究有建设性意义，

在机制的研究上有突破对该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有促进作用，从

而使特发性脊柱侧凸的诊疗水平更高。而该项研究涉及了病理、

生理及遗传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虽然目前已

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可能仍有许多发病原因和机制有待探索。

有限元方法虽然可以从力学角度说明部分脊柱侧凸的病理机制，

但尚缺乏动物实验及人体生物力学分析加以验证，但其探索的

过程是积极的，可以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预防及治疗提供一定

的思路。

文章总结了有限元分析法的应用机制，见图 3。
2.1.2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侧凸支具治疗中的应用   支具治疗

是目前公认的减缓脊柱侧凸进展的非手术治疗方式，适用于

Cobb’s 角为 20°-45° 的脊柱侧凸治疗
[20]
。但由于人体力学情况

复杂，在设计支具时需充分考虑支具在身体上的支点以确保佩

戴支具后使疾病得到有效治疗。而且由于佩戴者多为儿童，制

作包裹性太强的支具会降低患儿的依从性，使支具失去意义，

这对支具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研究表明，计算机 / 有
限元方法辅助下制作的矫形支具较传统方法制作的支具矫形率、

保持率更好，并且具有更高的患者满意度
[21]
。GUY 等

[22]
对比了

使用计算机 / 有限元法辅助设计制作矫形支具及不使用计算机 /
有限元法设计制作支具的 2 组疗效，发现：两组的矫形率无显

著差距，但计算机 / 有限元法辅助设计的矫形支具组患者满意

度及依从性更高。以往也有研究表明，通过计算机 / 有限元法

辅助设计支具可以缩短设计时间，减少材料使用以降低患者的

包裹感和不适感，但不会影响支具的可靠性和矫形力
[23-25]

。

支具治疗作为脊柱侧凸保守治疗的重要方式，对治疗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及减缓侧凸进展有重要作用，通过有限元法

可以根据力学条件来对支具在身体上的支点作出规划，以达到

最佳的矫形效果。但有限元法建模成本高，而支具治疗需要根

据身体的变化定期更换支具，其高昂的费用使该方法设计支具

多用于科研阶段，很少指导临床使用。

2.1.3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侧凸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当脊柱侧凸

Cobb’s 角≥ 45° 时，就应考虑手术治疗。有限元法可以模拟后

路松解、置钉及上棒等操作，可以在术前设计手术方案，缩短

手术时间，提高手术安全性，减少出血量；同时可以避免医生

在学习过程中尸体标本不足和可重复性差的问题，缩短医生的

学习时间，展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优势。

自 1984 年 CD 系统问世以来，三维矫形理论为脊柱矫形开

创了新局面，但由于特发性脊柱侧凸矫形固定节段长，也带来

了许多并发症。长节段融合手术已经成为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

柱侧凸的主要方式，但其具有固定节段长、影响生长发育的局

限性，并由此带来许多并发症。近端交界性脊柱后凸畸形是长

节段器械脊柱融合治疗脊柱畸形的最常见并发症，可能导致疼

痛、畸形进展、神经功能损伤等严重并发症，严重者需要进行

翻修手术。BUELL 等 [26]
在脊柱侧凸术后的有限元模型上应用后

锚定聚乙烯系链，并进行力学分析，发现该方式可以减轻相邻

节段应力并有助于防止交界性后凸，但在椎弓根螺钉上使用后

锚定聚乙烯系链会加重螺钉载荷，这可能降低螺钉的使用寿命，

该结果表明有必要进行系绳配置和张力影响近端交界性脊柱后

凸的生物力学研究，并进行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近年来新兴的非融合技术应用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畸

形的治疗，生长棒技术是指在初次手术中置入生长棒内固定物，

实现对脊柱畸形的部分矫正，并定期行撑开手术，这可以保留

生长发育潜能，减少对胸廓发育的影响。传统生长棒技术多为

图 3 ｜有限元分析法的应用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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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点上加载应力

对求解区域离散化

根据弹塑性力学公式

得到单元应力

引入位移边界条件进行求解

建立单元方程

将单元内任一节点位移通过函数

表达 ( 位移函数 )

求解得节点位移情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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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棒固定，而单棒应力集中，断棒风险高。PEI 等 [27]
应用有限

元模型模拟了生长棒技术中单棒后路固定和双棒后路固定手术，

发现双棒固定比单棒固定更稳定，断棒风险较单棒固定低，但

该术式由于双棒固定应力较集中，使得活动度较大的头端的邻

近节段会代偿更多的力，这可能会增加头端邻近节段交界性后

凸的发生风险。由于在生长过程中脊柱的生长本身会使断棒风

险增加，所以在术式的选择上要考虑到固定节段及年龄等因素。

传统生长棒技术需要多次手术撑开以适应生长发育需要，

这极大增加了患者的经济压力及心理负担，近年来探索的磁控

生长棒技术不仅具有传统生长棒不影响脊柱生长、胸及肺部发

育的优势，还可以减少手术次数，可以利用磁力控制生长棒的

延长，待发育成熟后施以融合手术完成矫形
[28]
。但这项技术同

样存在生长棒断裂、磁控生长棒延长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引起患

者金属中毒等方面的问题，故此项技术的发展仍需要材料学的

支持。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矫形手术中的应用提高了脊柱矫形手

术的安全性，特别是该技术的应用为脊柱矫形提供了更多的手

段和方法，但目前该技术仍多应用于手术方案的制定、骨性结

构及内置物应力研究的阶段，未来如将有限元分析法与虚拟现

实技术等结合起来应用于术中指导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通过检索文献并归纳总结，现阶段关于脊柱侧凸生物

力学分析的有限元分析法应用分类：①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病因的研究；②改善中度脊柱侧凸病例支具

管理的研究；③改善严重脊柱畸形手术策略的研究。脊柱畸形

作为一种常见但难治性疾病，利用有限元分析法可以实现精准

且安全的治疗，目前有限元分析法应用于脊柱侧凸仍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但其在科研、诊疗方案发展中的作用具备临床价值，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侧凸领域的应用进展，见表 1。

2.2   有限元法在胸腰段脊柱骨折中的应用   脊柱骨折十分常见，

占全身骨折的 5%-6%，脊柱损伤常发生在胸腰段，占脊柱损伤

的 28%-58%[29]
。胸腰段骨折常常导致患者出现胸腰椎不稳定，

若不及时行内固定治疗可能会导致相应节段的脊髓损伤加重，

严重者可导致瘫痪，为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及负担。

胸腰椎后路手术通过使用椎弓根螺钉固定椎体的前中后三柱来

为椎体提供坚强的内固定，避免脊髓或马尾神经损伤进一步加

重，虽然椎弓根螺钉固定在临床上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但

是也有部分患者出现螺钉松动、断钉等不良并发症。有限元法

在建立脊柱骨折的数字化模型、分析预测脊柱骨折发生的机制，

及脊柱骨折的治疗等方面体现出了巨大价值。

2.2.1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骨折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骨质疏松是

脊柱骨折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种退行性疾病，低骨量导致

的椎体强度变低常导致老年人在摔倒后发生脊柱压缩性骨折
[30]
。

ANITHA 等
[31]

利用有限元模型研究发现，骨质疏松和椎间盘退

变相互作用使椎体压缩性骨折的风险增高，骨质疏松导致椎体

强度下降，而椎间盘退变则会导致其缓冲及负重能力下降，这

两种机制相互作用导致了老年脊柱压缩性骨折的高发。所以对

于老年人积极的抗骨质疏松治疗尤为重要，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性骨折的发生。

暴力作为导致脊柱骨折发生的直接因素，其机制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QIU 等
[32]

利用脊柱有限元模型研究发现，当垂直

压缩暴力发生时，应力最大的部位位于临近髓核的终板中心，

力量由终板向椎体中心的松质骨传导，最终导致脂肪和骨髓被

挤出，引起椎体的前后缘分别向前方后方破裂，而突入后方的

骨折片则有可能压迫脊髓。ZENG 等
[33]

在有限元模型上施加轴

向暴力时，应力集中在伤椎的上后部区域，当模拟切除伤椎的

上关节突后，伤椎后上方的应力峰消失。说明当脊柱骨折发生时，

伤椎的应力会以剪切力的形式从上关节突传导到椎体后上方，

因此当发生爆裂性骨折时椎体后缘易进入椎管。

利用有限元分析法可以对于看不到的骨折机制进行可视化

还原，并可以对一些可能的假设进行验证，从而对脊柱骨折的

预防、治疗等方面进行干预。但目前的研究多为间接暴力在骨

折中的作用机制，尚缺乏直接作用力在脊柱骨折中的作用原理

研究，而且现阶段已建立的模型多为静态模型，而缺乏动态模

式下的脊柱骨折力学分析，在未来的脊柱骨折生物力学研究中

应进一步探索。

2.2.2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骨折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脊柱骨折手

术以复位、固定伤椎，为伤椎创造有利的恢复条件为原则，因

此脊柱骨折的复位手术应尽可能的为伤椎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

有限元法可以分析脊柱各节段的应力，因此在脊柱骨折手术治

疗中有限元法得以应用。BASARAN 等
[34]

利用有限元模型分别

模拟了长节段和短节段固定 T12 骨折的手术过程，长节段固定为

T10、T11、L1、L2 椎体的撑开固定，短节段固定为 T11、T12、L1 椎

体的撑开固定，经过静态、动态生物力学分析发现长段固定可

以减少脊柱整体应力，特别是伤椎应力可以大幅度降低，为伤

椎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长节段固定对相邻椎体造成了较

大应力；而短节段固定足以创建安全可靠的稳定系统并可以使

相邻椎体尽可能少受损伤：因此，不论是长节段还是短节段固

定都可以为伤椎的恢复创造稳定的条件，且短节段固定具有创

伤小、出血少、费用低、不损伤相邻椎体的优势。LIU 等
[35]

利

用单轴椎弓根螺钉、多轴椎弓根螺钉及 2 种螺钉的混合方案模

拟脊柱骨折后路内固定手术，发现单轴椎弓根螺钉置于靠近尾

端的椎体可以作为固定钉，多轴椎弓根螺钉置于中间椎体或者

靠近头端的椎体时，可以有效利用张力带效应来复位伤椎。脊

表 1 ｜有限元分析法在脊柱侧凸领域的应用时间轴

第一作者 发表

年份

研究方法 主要结果 主要结论及意义

SCHLAGER [16] 2018 利用有限元模型研

究了静态呼气末期

的胸膜内压分布对

脊柱侧凸的影响

左右胸腔之间的不

对称压力可以导致

脊柱向负压较低的

一侧发生横向偏移

胸膜内压分布情况

与脊柱生物力学和

病理学的潜在相关

性

PASHA [19] 2019 建立特发性脊柱侧

凸患者和健康志愿

者的脊柱二维矢状

面 S 形弹性棒有限

元模型以研究特定

矢状面形态对脊柱

侧凸的影响

具有相似矢状面曲

率的特发性脊柱侧

凸患者的二维 S 形

弹性棒三维变形力

学模式相同，而健

康志愿者的二维 S
形弹性棒则不容易

发生三维变形

个体脊柱矢状面的特

定形状可能是导致特

发性脊柱侧凸发生发

展的重要原因，这为

遗传、基因因素在特

发性脊柱侧凸发病机

制的研究中建立了一

定基础

BUELL 等 [26] 2019 在脊柱侧凸术后的

有限元模型上应用

后锚定聚乙烯系链，

并进行力学分析

该方式可以减轻相

邻节段应力并有助

于防止交界性后凸

该方式可能降低螺

钉的使用寿命，是

否适用于临床仍需

进一步研究

KAMAL 等 [18] 2020 在有限元模型上降

低脊柱侧凸模型上

的凹侧胸最长肌和

多裂肌强度，研究

其对脊柱侧凸的影

响

其 可 以 使 顶 椎 轴

向 旋 转 程 度 降 低
35%，并使凹侧的

垂直压缩应力减少

约 25%

从有限元生物力学

的角度验证了肌肉

发育不对称性对于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

影响，为特发性脊

柱侧凸的预防及治

疗提供思路

GUY 等
[22] 2021 分别使用计算机 /

有限元法辅助下设

计矫形支具和普通

方法设计矫形支

具，对比二者疗效

计算机 / 有限元辅

助下设计的矫形支

具患者佩戴依从性、

矫形率更高

有限元法可以根据

力学条件来对支具

在身体上的支点作

出规划，以达到最

佳的矫形效果

PEI 等 [27] 2022 应用有限元模型比

较了生长棒技术中

单棒后路固定和双

棒后路固定手术

发现双棒固定比单

棒固定更稳定，断

棒风险较单棒固定

低

利用有限元模型说

明双棒固定应用于

生长棒技术的优势，

但同样存在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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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骨折术后为减轻邻近节段应力，待伤椎达到骨性愈合后会取

出内固定装置，而内固定装置取出后原钉道的强度能否达到支

撑椎体的强度，LIU 等
[36]

利用有限元模型模拟椎弓根螺钉取出

后的钉道，发现钉道的强度与骨皮质强度相同，取出螺钉后不

会降低椎体的生物力学稳定性和强度。有限元分析法用于指导

脊柱骨折手术可以达到精准治疗脊柱骨折的目的，其通过力学

分析可以减少固定椎体，降低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在脊柱骨

折可视化治疗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应用骨水泥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时，应注意骨水泥

的用量，WANG 等
[37]

在有限元模型上模拟椎体压缩性骨折骨水

泥注入时发现，椎体成形术可能导致邻近椎体的生物力学变化，

在有垂直方向载荷的情况下，相邻椎体的应力随着注射的骨水

泥量增加而显著增加，导致相邻椎体的骨折风险增加。因此在

临床工作中应注意骨水泥的注入量，切莫过度追求椎体的解剖

复位。关于骨水泥材料研究正是由此展开的，以往研究者们认为，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水泥与骨组织的密度存在差异，应用于椎体

骨折的复位增加了邻近节段骨折的风险，而无铝玻璃聚烯酸酯

水泥与骨组织的密度及强度存在相似性。MEYER 等
[38]

利用有限

元模型研究了两种骨水泥注入椎体后的应力，发现无铝玻璃聚

烯酸酯水泥在椎体成形术后对相邻椎体产生较低的应力，具有

有利的生物力学特征，可以应用于临床。

脊柱骨折作为一种常见病，其发生机制的研究有利于预防

骨折的发生，并可以指导治疗，而在治疗过程中，研究者们需

注意手术风险以及手术可能造成的并发症。由于有限元分析法

在力学分析方面具备优势，所以对于多由暴力造成的脊柱骨折

方面的研究可以加以推广。

2.3   有限元法在退行性椎间盘疾病中的应用   据报道，椎间盘退

行性疾病与遗传、生物力学、解剖学变异有很大的关系
[39]
。椎

间盘退变性疾病可以引起颈部疼痛、上肢的麻木疼痛、下腰痛

及下肢的麻木疼痛，严重者会出现瘫痪等严重后果，这将给个人、

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故而研究椎间盘退行性疾病的发病

原因及发病机制极为重要，而由于脊柱后路手术涉及脊髓、神经，

术后涉及到脊柱的运动及生物力学等问题，因此严格手术方案

的制定对于椎间盘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尤为重要。

2.3.1   有限元分析法在退行性椎间盘疾病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椎
间盘具有强大的吸水能力，部分原因是髓核及纤维环中的糖胺

聚糖含量高，其含量从中心的髓核到周围的纤维环呈下降趋势。

糖胺聚糖在椎间盘的分布有助于提高椎间盘的应力值和形变能

力，这种能力在髓核中可以抵抗垂直压缩应力，在纤维环可以

抵抗张力。当发生轻至中度退变时，髓核中的糖胺聚糖减少，

在有限元模型中分析得出椎间盘的膨胀能力和对抗垂直压缩应

力的能力降低了 50% 以上，这可能会增加椎间盘撕裂的风险
[40]
。

RUIZ WILLS 等
[41]

在研究软骨终板对于椎间盘退变的影响时，建

立了腰椎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发现软骨终板变性后在机械负载

下会导致椎间盘更快丧失水分，并且阻碍营养物质向椎间盘扩

散，这进一步促进了椎间盘退变。分子生物学与有限元法的结

合为椎间盘退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为分子生物学在机械

负载下研究椎间盘退变提供了新的方向，但此类型的研究仍停

留在生物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相互作用上，暂无有关综合因素

作用于椎间盘退变的报道。

2.3.2   有限元分析法在退行性椎间盘疾病手术治疗中的应用   随
着手术技术的不断进步，腰椎间盘退行性疾病的融合方式呈现

多样化。LU 等
[42]

比较了各种类型融合方式的力学状态，发现后

外侧融合术的稳定性低于其余融合方式，经生物力学分析发现

其活动度和应力较集中，这可能与后路手术受到手术操作通道

较小只能置入较小的椎间融合器有关，而斜外侧融合术和极外

侧融合术在终板及骨皮质的应力更小，这有利于增大融合器下

沉阻力，维持椎间隙高度，可以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有效避

免术后并发症。但经椎间孔融合手术和斜外侧融合术对于邻近

节段的影响也很大，WANG 等
[43]

利用有限元法比较经椎间孔融

合术和斜外侧融合术对腰椎邻近节段的影响，发现两种融合方

式在所有运动模式中都增加了邻近节段的应力。LI 等 [44]
在有限

元模型上研究颈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对邻近节段的影响，发

现颈前路椎间盘切除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的生物力学变化应力增

加，有可能加速邻近节段的退变。

脊柱融合手术会增加邻近节段退变的风险，融合术后邻近

节段的退变会导致严重问题，如邻近节段的腰椎滑脱、椎管狭窄、

椎间盘突出甚至邻近节段应力增加导致的骨折等。所以选择融

合手术作为治疗患者椎间盘退变疾病的治疗方案要极为谨慎，

而具体哪种融合方式的选择还应以患者的临床表现、邻近节段

的生理状态等具体情况来决定。

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提出并逐步在临床上推广使用的

腰椎弹性固定可以减少邻近节段的应力，其在固定后限制脊柱

过度活动的同时，还可以保留一定的脊柱活动度。根据固定方

式及部位的不同，脊柱弹性固定主要有人工椎间盘置换、棘突

间内固定、椎板间内固定及经椎弓根动态内固定几类，目前主

流的方案主要包括 K-Rod 动态系统、通用动态腰椎固定系统和 
Dynesys 系统

[45]
。但作为动态内固定方式，这类固定方案对内固

定材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在保留脊柱活动度的同时容易发生

螺钉松动及钉棒断裂等风险。

目前仍多采用 CT 作为原始资料构建有限元模型，该技术

对骨性结构的建模比较准确，而对于椎间盘等软组织的构建有

所欠缺，在日后利用核磁建模的技术发展成熟后研究者们可以

更准确地分析椎间盘的应力及退变机制等情况。

2.4   有限元法在骨质疏松研究中的应用   骨质疏松症的定义是低

骨量和骨结构紊乱，导致骨强度受损和骨折风险增加。骨质疏松

症也被认为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因为骨质疏松患者第一次出现症

状便是骨折，这是该病症最严重的并发症。脊柱椎体骨折是最常

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但也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骨折。OSTA 基

于亚洲 8 个国家和地区绝经后妇女的研究，收集多项骨质疏松危

险因素，得出能较好体现敏感度和特异度的两项简易筛查指标，

即年龄和体质量
[46]
。OSTA 指数 =[ 体质量 (kg)- 年龄 ( 岁 )]×0.2，

OSTA 指数 > -1 为骨质疏松低风险人群，OSTA 指数为 -1 至 -4 为

骨质疏松中等风险人群，OSTA 指数 < -4 为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

就骨质疏松症而言，有许多研究使用有限元模型来评估骨

质疏松的骨折风险、治疗、生物力学。特别是，非线性 CT/FEA
对于骨质疏松骨折比脊柱骨密度检查具有更显著的能力

[47]
。因

此，CT/FEA 可作为替代骨密度检查来分析骨质疏松相关骨折。

对于骨质疏松症治疗，CT/FEA 有助于研究特立帕肽和阿仑膦酸

盐药物对脊柱骨质疏松的疗效
[48-49]

。此外， CT/FEA 研究表明，

CT/FEA 的椎体压缩力比骨密度更好地预测椎体骨折，并且可以

比骨密度检查更早地用于评估药物的作用
[48-49]

。

ZHANG 等
[50]

构建了基于 CT 图像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并证

明了三皮质椎弓根螺钉技术应用于骨质疏松的胸椎椎体内可以

增强螺钉的把持力，降低椎弓根螺钉松动的风险。GUO 等
[51]

在

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有限元模型中利用骨水泥增强椎弓根螺钉，

证明了在短节段椎弓根螺钉中使用骨水泥增强可以增强椎弓根

螺钉的把持力，有效降低螺钉拔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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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3.1   既往他人在该领域研究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   有限元分析法

作为一种可视化方法，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类型脊柱疾患的

诊疗及科研工作中，特别是有限元分析法可以模拟手术，成为

了高难度手术方案制定的有效工具，其力学分析研究的优势可

以对椎骨。钉棒系统的应力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可以帮助外科

医生从力学方面判断手术方案是否可行，是否可以取得满意的

远期疗效。但由于有限元分析法只是真实条件的数字模拟，它

永远不能精确模拟体内实际情况，有许多特征无法利用有限元

分析法表示。

3.2   作者综述区别于他人他篇的特点   以往文章多集中于讨论有

限元分析法在椎骨与钉棒系统相互作用力的研究上，此篇论述

了有限元分析法在各类型脊柱疾患的发生机制、治疗方案及预

后等方面的应用。

3.3   综述的局限性   现阶段建模方法比较单一，全脊柱均输入同

一种材料特性加以研究，而人体脊柱刚度在不同节段有很大不

同，未来的研究应该包括有限元模型中不同脊柱节段的刚度变

化，旨在更贴切的模拟患者个性化的脊柱活动度并分析其与内

置物的相互作用力。而且，有限元分析法仍然无法精确分析肌

肉韧带对于脊柱形态、力学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们应使用更

精确的方法将有限元模型应用于模拟肌肉、韧带与脊柱的相互

作用，这将进一步提高脊柱力学分析的准确性。

3.4   综述的重要意义   有限元法已成为骨科领域研究的有力工

具，使外科医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生理和病理情况下的骨生物

力学知识，特别是有限元法可以为脊柱生物力学研究做出重要

贡献。已创建的有限元模型在脊柱侧弯、椎骨骨折、退行性椎

间盘疾病和骨质疏松症方面已经得到了许多应用成果。将来，

患者特异性模型可用于患者病情评估、术前和术中规划，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来也许可以从 CT 和 MRI 资料中直接生成

有限元模型，并能使用特征提取程序来导出关键细节。

3.5   课题专家组对未来的建议   研究者们应建立一个有限元数据

库以增加有限元分析法的准确性，更多的临床数据将进一步提

高模型的准确性，故应选择具有各种畸形参数和人口统计学数

据的手术和非手术患者的实验及临床数据库进行有限元验证。

研究者们还应该建立各个年龄段的脊柱模型，赋予不同年龄段

脊柱以不同的材料属性，现阶段大多脊柱模型均以成人的脊柱

的刚度特性进行研究，而缺乏年轻脊柱的材料特性，这对于精

确研究一些发育性脊柱疾病不利，如脊柱畸形、腰椎峡部裂

和先天性椎板裂等。文章总结了有限元分析法应用的材料属 

性
[52-53]

，见表 2。

表 2 ｜有限元分析法的各材料赋值参数
[52-53]

材料 单元类型 弹性模量 (MPa) 松泊比 横断面积 (mm²)

皮质骨 壳单元 12 000 0.3 -

松质骨 四面体 100 0.2 -

髓核 四面体 1 0.499 -

纤维环 四面体 42 0.45 -

胸骨 四面体 10 000 0.2 -

肋骨 四面体 5 000 0.1 -

肋软骨 四面体 480 0.1 -

前纵韧带 线缆 20 - 63.7
后纵韧带 线缆 20 - 20
黄韧带 线缆 19.5 - 40
关节囊韧带 线缆 32.9 - 60
横突间韧带 线缆 58.7 - 3.6
棘间韧带 线缆 11.6 - 40
棘上韧带 线缆 15 - 30

表注：“-”为无数据

此外，研究者们还应研究新的材料特性，以获得精确的动

态脊柱反应，以便有限元法的准确应用。有必要对连续计算机

断层扫描和有限元方法进行标准化改进，并将建议的介入阈值

与进一步研究相结合。应通过硬件组件的发展和新剂量方案的

开发相结合以进一步减少辐射暴露，以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

基于 CT 的分析方法。随着软件的发展，复杂的结构可以在各种

有限元模型中得到更好的分析，同时，可以实施概率研究，以

检验结构模型对特定输入变量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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