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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分析在人工膝关节置换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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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人工膝关节置换：用人工生物材料来置换膝关节病变的软骨和骨，通过切除磨损破坏的关节面，用新的人工材料来替代，是治疗终末期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有效手段。

有限元分析：是一种数值计算技术，能够对复杂的几何形状和载荷系统进行建模，在静态、动态和非线性等领域提供不同的分析，并且在

计算机中进行各结构的拆分与组合，取得多组结果用于对比分析，实现对复杂关节的生物力学研究。

摘要

背景：人工膝关节置换作为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类终末期关节疾患最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于关节外科领域。有

限元分析是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而逐渐发展而来的一种生物力学研究方法，具有强大的建模功能和三维仿真特点。目前，有限元分析

已广泛应用于骨科生物力学研究。

目的：综述有限元分析技术在各类人工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现状与进展。

方法：使用计算机检索PubMed、CNKI、万方数据库发表的关于有限元分析与人工膝关节置换的相关文献，文献发表时间为从各数据库建

库至2022年8月，英文检索词：finite element analysis，TKA，UKA，revis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knee osteoarthritis，knee joint，femoral 
component，tibia component；中文检索词：有限元分析，全膝关节置换术，单髁置换术，膝关节翻修术，膝关节，股骨假体，胫骨假

体，最终共纳入53篇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①在全膝关节置换过程中，活动平台较固定平台降低了胫股关节接触面应力，从而减少了聚乙烯垫片的磨损；相对于机械对

线，采用运动对线的全膝关节置换人工关节的股骨假体与聚乙烯垫片的最大应力与最大应变值均减小，产生的应力更低，从而减少关节接

触面的磨损，延长假体寿命；②在单髁置换过程中，活动平台股骨和胫骨假体形合性较好，能够减少假体磨损；而固定平台假体单髁置换

应避免过度形合引起局部应力集中而导致加速假体磨损；③在人工膝关节翻修术中，延长杆的设计长度应在保留骨质和植入后减少假体周

围应力之间保持最佳平衡；与骨水泥延长杆相比，压配式延长杆显示出更高的微动；④相对于传统的力学研究而言，有限元分析可以进行

相对较为准确的模拟，弥补了传统力学在膝关节研究上的不足，因此在医学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有限元分析法；全膝关节置换；单髁置换；膝关节翻修；膝关节；股骨假体；胫骨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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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在临床工作中，CT、MRI 等影像图像不能给人直观、立体

的感觉，而有限元分析是一种数值计算技术，能够对复杂的几

何形状和载荷系统进行建模，在静态、动态和非线性等领域提

供不同的分析
[1]
。1972 年 RYBICKI 等 [2]

和 BREKELMANS 等
[3]
首

次将有限元分析应用于骨科，极大地促进了有限元分析技术在

骨科中的应用。人工膝关节置换又被称为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用人工生物材料来置换膝关节病变的软骨和骨，通过切除磨损

破坏的关节面，用新的人工材料来替代，是治疗终末期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最有效手段
[4-6]

。而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松动、

假体周围骨折、假体磨损等生物力学相关问题仍待解决。目前，

在有限元模型上可以实现对模型任意角度的观察，在模型上模

拟手术，例如确定截骨厚度、分析不同材质假体的应力、测量

假体之间的对位对线等功能，克服了传统力学研究法周期长、

不可重复性操作、成本高等缺陷。此文就有限元分析在全膝关

节置换 (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单髁置换和膝关节翻修

(revis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RTKA) 等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

分别进行总结，从手术方案、假体设计、材料选择等方面进行

研究，以期为膝关节置换术的生物力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使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中国知

网 (CNKI)、万方等数据库从建库至 2022 年 8 月的相关文献，英

文检索词：finite element analysis，tka，uka，revis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knee osteoarthritis，knee joint，femoral component， 
tibia component；中文检索词：有限元分析，全膝关节置换术，

单髁置换术，膝关节翻修术，膝关节，股骨假体，胫骨假体。

检索策略见图 1。
1.2   入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论述有限元分析在各类膝关节置换术中应用

的文章；②论述有限元分析法在人工膝关节假体材料、假体设

计等方面应用的文章；③论述有限元分析膝关节置换生物力学

研究的文章。

1.2.2   排除标准   与主题不相关、相关性低以及重复性研究的文

献。

Abstract
BACKGROUND: Artificial knee arthroplast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joint surgery as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various end-stage joint diseases such 
as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a biomechanical research method developed gradu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which has a strong modeling function and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orthopedic biomechanical studies.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gres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various types of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METHODS: Articles related to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knee arthroplasty published from inception to August 2022 were searched on PubMed, CNKI 
and WanFang databases by computer. English search terms wer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KA, UKA, revis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nee osteoarthritis, knee 
joint, femoral component, tibia component”. Chinese search terms wer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knee revision, knee, femoral prosthesis, tibial prosthesis”. A total of 53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e mobile bearing reduces the tibiofemoral joint contact surface stress compared with the fixed 
bearing, thereby reducing the wear of the polyethylene bearing. Compared with mechanical alignm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with kinematic alignment 
reduces the maximum stress and maximum strain value of femoral prosthesis and polyethylene insert of the artificial joint, and generates lower stress, thus 
reducing the wear of joint contact surface and prolonging the life of the prosthesis. (2) In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the femoral and tibial prostheses 
of the mobile platform have better conformity and can reduce prosthesis wear; while the fixed platform prosthesis in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should avoid local stress concentration caused by overconformity and lead to accelerated prosthesis wear. (3) In revis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he design 
length of the stem extension should maintain the best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bone quality and reducing periprosthetic stress after implantation. Press-
fit stems showed higher micromotion compared to cemented stems. (4)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chanical research,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can carry 
out relatively accurate simulations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mechanics in knee joint research, so it has a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medical field.
Key word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 revisio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nee joint; femoral 
prosthesis; tibial prosthesis

Fu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Plan Program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No. 2021GG0194 (to HJ)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HR, HUANG J. Appl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n artificial knee arthroplasty.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31):5058-5063. 

图 2 ｜文献检索流程图

检索关键词

共检索文献 768 篇，其中英文文献

643 篇，中文文献 125 篇

检索数据库：PubMed、CNKI、万方

仔细阅读文献摘要和结论 122 篇

通过浏览标题，阅读摘要排

除与主题不相关及相关性低

以及重复文献 646 篇

排除相关性低以及质量差的

文献差的文献 69 篇

最终纳入文献 53 篇，其中中文文献 5 篇，英文文献 48 篇

1.3   质量评估及数据的提取   以图 1 中的检索策略进行检索共检

索到 768 篇文献，其中英文文献 643 篇，中文文献 125 篇，经

过去重及合并等工作，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 53 篇，其中中文文

献 5 篇，英文文献 48 篇；中文作者文献 6 篇，英文作者文献 47
篇，内容侧重于有限元分析在各类人工膝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

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2。

PubMed 数据库 中国知网、万方

#1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ll Fields]
#2 TKA [ All Fields ]
#3 UKA[ All Fields ]
#4 Revison Knee Arthroplasty[ All Fields ]                                                                                                                          
#5 Knee Joint [ All Fields ]
#6 Femoral Component [ All Fields ]
#7 Tibia Component [ All Fields ]
#8 #1 AND #2
#9 #1 AND #3
#10 #1 AND #4
#11 #1 AND #5 AND #6
#12 #1 AND #5 AND #7

#1 有限元分析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2 全膝关节置换术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3 单髁置换术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4 膝关节翻修术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5 膝关节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6 股骨假体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7 胫骨假体 [ 篇名 / 摘要 / 关键词 ] 
#8#1 AND #2
#9 #1 AND #3
#10 #1 AND #4
#11 #1 AND #5 AND #6
#12 #1 AND #5 AND #7

图 1 ｜中英文数据库文献检索策略图

2   结果   Results 
2.1   有限元分析在 TKA 术中的应用   TKA 将人工假体组件置入膝

关节来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是临床治疗晚期骨性关节炎、关

节畸形、关节重大创伤等严重膝关节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7]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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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TKA 的发展日益成熟，但术后假体松动、假体周围骨折、假

体磨损等同样困扰着外科医生。如何避免和改善这些情况的发

生，国内外学者应用有限元法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和测试。目

前有限元在 TKA 术中重点关注假体材质与设计、对位对线等方

面的应用
[8-9]

。

2.1.1   有限元分析在假体材质与设计的应用   全膝关节假体根据

聚乙烯垫片与金属胫骨托的连接方式，可分为固定平台和活动

平台。固定平台假体是将聚乙烯部件通过锁定机制固定在胫骨

平台上；活动平台除了和股骨假体形成活动关节，同时允许聚

乙烯垫片与胫骨平台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活动。TKA 术后胫股关

节接触压和接触面积的大小与假体设计有关，接触应力与接触

面积呈反比
[10]
。GREENWALD 等

[11]
利用三维有限元步态分析的

方法比较了固定平台假体和活动平台假体的胫股接触面积，结

果发现活动平台聚乙烯衬垫的接触面积范围为 400-800 mm2
，

而固定平台聚乙烯衬垫的接触面积范围为 200-250 mm2
，证实

活动平台胫股关节的接触面积均高于固定平台，故活动平台的

接触应力低于固定平台。STUKENBORG-COLSMAN 等
[12]

在尸体上

的有限元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相较于固定平台，活动平台

假体使胫股关节接触面积最大化，减少峰值接触压；胫股关节

间的接触应力越大，聚乙烯垫片磨损越严重。林祥波
[10]

采用三

维有限元分析发现旋转平台假体可以显著降低胫股关节接触应

力，降低聚乙烯衬垫的磨损的风险。张立超等
[13]

对比了固定平

台和活动平台的应力分布，研究显示旋转平台假体的内外侧接

触压低于固定平台假体，旋转平台假体的内外侧接触面积高于

固定平台假体。

综上，固定平台的低匹配度假体能够降低膝关节骨和假体

界面的应力，降低假体松动，但是膝关节的接触压比较高，增

加聚乙烯衬垫的磨损，自由旋转和低关节接触压之间的矛盾是

固定平台假体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旋转平台假体的高匹配度能

够减少膝关节骨和假体界面的应力，减少接触压，从而降低聚

乙烯衬垫的磨损，并且旋转平台假体能够自由旋转，可以减少

假体松动，弥补固定平台假体的不足。目前大多数有限元研究

表明活动平台假体可改善关节匹配度，降低胫股关节接触面应

力，从而减少聚乙烯磨损。但临床实际应用中两者的术后疗效

和假体生存率孰优孰劣尚未获得一致性认可，因此有待长期随

访进一步研究。  
不同材质的人工关节假体在人工关节置换术中表现出不

同的生物力学特性。BRIHAULT 等
[14]

应用有限元分析法对比了

膝关节在屈曲 120° 时不同材质胫骨平台假体的应力分布和微

动，研究结果显示，全聚乙烯胫骨假体在平台下方的应力分布

明显高于金属胫骨假体，另外较金属胫骨假体产生 5 倍微动。 

TOKUNAGA 等
[15]

建立站立位有限元模型，对比金属胫骨假体与

全聚乙烯胫骨假体的应力分布，结果显示金属胫骨假体的应力

明显低于全聚乙烯假体，应力的分布更加平衡。此外，HYLDAHL
等

[16-17]
利用 X 射线立体摄影测量分析法对不同材质的假体进行

研究，同样证实了上述结果。此外，股骨髁与胫骨平台之间的

聚乙烯垫片在膝关节运动起缓冲作用，不同设计类型的聚乙烯

垫片具有不同的生物力学影响。CASTELLARIN 等
[18]

应用有限元

法回顾性分析 303 例 TKA 患者，在使用相同胫骨和股骨假体条

件下，其中 151 例采用对称聚乙烯垫片，另外 152 例采用非对

称假体设计的垫片；通过站立和下蹲，相比于对称垫片，使用

非对称垫片组中在胫骨产生更低的接触应力，在后续的临床随

访中似乎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除了假体的材质与设计，胫骨假体的型号匹配也影响着

TKA 术后聚乙烯垫片的使用寿命。COMPLETO 等
[19]

构建有限元

模型，将 3 号股骨髁假体分别与 2.5 号、3 号、4 号的胫骨平台

假体配对，中间采用对应尺寸 10 mm 的聚乙烯垫片配对，对各

屈曲角度的应力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3 号股骨髁假体配对 2.5 号

平台假体与 3 号髁股骨假体配对 4 号平台假体的接触面应力明

显增高。刘志宏等
[20]

对固定平台的膝关节假体进行有限元分析，

假体型号不完全匹配 (3/2.5，3/4)，假体接触面应力在不同膝关

节活动角度和不同运动状态时增高，可能增加聚乙烯垫片的磨

损风险。此外，姬林松等
[21]

对不同型号膝关节假体进行有限元

分析时发现了同样的结论，由于应力的增加加速了聚乙烯垫片

的磨损，进而影响了假体的使用寿命。

2.1.2   有限元分析在假体对位对线中的应用   TKA 的成功与否

与下肢力线的恢复密切相关
[22]
。下肢对线不良和假体位置偏差

可导致聚乙烯衬垫异常磨损及假体过早松动，进而影响假体寿 

命
[23-25]

。下肢力线是股骨头中心点到踝关节胫骨下端中心点的

连线，正常情况下该轴线恰好通过膝关节中心，称为中立位力

学轴线
[26]
。在正常膝关节中，相对于下肢力线胫骨关节面有 3°

内翻，股骨关节面有 9° 外翻。在 TKA 术中目前存在 2 种对线方

式，一种是传统的生物力学对线，另一种是运动学对线，传统

的观点认为 TKA 术后患者下肢力线应重建至与中立位力线偏差

小于 3° 的位置，而运动学对线则认为应以患者膝关节正常状态

或病损前状态的运动轴为对线、定位参考进行截骨及假体安置，

从而在术后使人工膝关节尽可能的模拟人体膝关节正常的生物

力学状态。袁伟
[27]

运用有限元模型对比发现，相较于机械对线，

采用运动对线进行 TKA 的患者在胫骨关节聚乙烯垫片上的接触

面积更大，使人工关节接触面压力分布更均匀，产生的应力更

低，从而减少关节接触面的磨损，延长假体寿命。KLASAN 等
[28]

对 10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建立有限元模型，分别模拟机械对线和

运动对线 TKA，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机械对线，运动对线组

在聚乙烯垫片上具有更低的接触压力，而在聚乙烯垫片和胫骨

之间的 von Mises 应力却无明显差异。此外，SONG 等
[29]

研究发

现，在膝关节外翻时，运动对线在聚乙烯垫片上产生的接触应

力高于机械对线。总的来说，目前 TKA最佳的对线方式仍有争议，

在运动对线出现之前，机械对线是 TKA 的“金标准”，而运动

力学对线能最大程度恢复患者的膝关节生物力学，从而获得更

好的手术效果和功能恢复，但目前的有限元和临床研究依然不

能完全符合这一结论，需要进一步实验和研究。

2.2   有限元分析在单髁置换术中的应用   单髁置换相较于 TKA 是

一种新型微创手术。单髁置换只置换病损部分，对膝关节内侧

或外侧间室进行表面置换，替代膝关节损坏的软骨表面，该技

术不用切除前后交叉韧带，保留了膝关节的本体感觉和关节功

能，具有损伤小、恢复快等特点
[30-32]

。然而，单髁置换是一种

技术要求很高的手术方式，必须注意部件的尺寸、截骨和术后

对位对线，因为过度矫正或过度松解都可能导致不良的结果。

在临床中，许多单髁置换术后翻修的数量增多提示研究者应从

单髁假体的对位对线进行研究。

有限元分析在单髁假体对位对线的应用：单髁关节的假体

根据运动模式的不同主要分为活动平台假体和固定平台假体，

这两种假体在设计原理上有根本区别。活动平台假体是利用球

窝状的关节面将股骨髁活动范围限制在关节面之内，利用相同

曲率的曲面最大限度地增大接触面，以此来降低接触应力；而

固定平台假体的设计理念恰恰相反，固定平台模仿了正常膝关

节的运动模式，将活动区域均设定在股骨髁假体与半月板假体

之间，更加贴近人体本身的膝关节运动模式。ZHU 等
[33]

对活动

平台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进行了研究，当胫骨假体外翻 > 4° 时，

内侧皮质骨近端 Von Mises 应力和压缩应变显著增加；当胫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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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翻 > 4° 时，胫骨假体龙骨切槽处压缩应变高于最高阈值，

因此在活动平台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推荐角度为内翻 4° 至外翻

4° 之间。INNOCENTI 等 [34]
对固定平台假体冠状面进行了研究，

建立了股骨和胫骨假体呈不同内、外翻角度且胫骨假体后倾角

均为 6° 的模型，研究结论显示在步态周期中胫骨假体内外翻在

聚乙烯垫片产生的应力均大于中立位。KANG 等
[35]

的有限元试

验同样证实了上述结论，因此在固定平台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

推荐中立位 (0°)。KWON 等
[36]

运用有限元模型模拟完整步态对

比了固定平台和活动平台聚乙烯衬垫的接触压力和应力，研究

结果表明活动平台聚乙烯衬垫的接触压力比固定平台聚乙烯衬

垫低，而固定平台的单髁置换由于对侧室的压力较高，会增加

膝关节进行性骨性关节炎的总体风险。KOH 等
[37]

对比了在全步

态周期中固定平台和活动平台的接触应力，研究发现活动平台

的接触应力更低，聚乙烯假体的磨损量更低。总的来说，有限

元分析结果显示活动平台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推荐角度为内翻 
4° 至外翻 4°，而固定平台保持中立位 (0°)。活动平台股骨和胫

骨假体形合性较好，能够减少假体磨损；而固定平台假体单髁

置换应避免过度形合引起局部应力集中导致加速假体磨损。见

表 1。

型延长杆在股骨上的应力分布，在步态循环和下蹲时与骨水泥

假体相比，压配型延长杆的应力分布较大，同时容易产生微动，

这可能解释了 RTKA 术后髓内延长杆尖端痛的原因。INNOCENTI
等

[43]
在 EI-ZAYAT 等

[42]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固定

方式下延长杆的形状对应力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股骨前

弓的存在，弓形延长杆相较于传统延长杆整体应力分布更低，

此外在髓内延长杆尖端开槽比实心延长杆降低了在髓腔内的应

力，这与 HIRSCHMANN 等
[44]

和 BRARACK 等
[45]

的研究一致。在

RTKA 术中，骨水泥的存在减少了沿假体每个区域的应力。综上，

延长杆的设计长度应在保留骨质和植入后减少假体周围应力之

间保持最佳平衡；与骨水泥柄相比，压配式延长杆显示出更高

的微动。此外接近于解剖结构的弓形延长杆和尖端开槽的髓腔

杆有利于降低前端应力分布，减少术后尖端痛的出现，这些发

现将有助于骨科医生选择最合适的翻修假体。

2.3.2   有限元分析在金属加强块材质的应用   在 RTKA 过程中，

经常需要重建不完整的骨缺损，这是由于 TKA 的失败往往与胫

骨近端或股骨远端的骨缺损有关
[46-48]

。金属加强块是重建非封

闭性骨缺损的主要选择之一，因为它具有广泛的模块化，可以

快速和简单的使用
[49-51]

。

INNOCENTI 等 [52]
应用有限元模型对不同材质的加强块 ( 骨

水泥、多孔金属和实心金属 ) 进行了生物力学分析，结果表明

任何材质的加强块都会引起应力的变化，特别是在靠近骨缺损

的区域，其中多孔金属和骨水泥产生的应力明显低于实心金属 (Ti 
和 CoCr)，此外多孔金属允许骨长入的特性进一步减少了松动的

发生。KANG 等
[53]

进一步研究了在大面积 (10-20 mm) 骨缺损中，

相较于单个金属加强块，使用双金属加强块可以明显降低应力

分布。此外，定制金属加强块可以实现与皮质骨的完全接触，

实现更好的应力传递，从而减少应力屏蔽和骨水泥失效带来的

骨吸收风险。目前，RTKA 术中治疗骨缺损的主要方法包括骨水

泥、带螺钉加固的骨水泥、金属加强块、压配型骨移植、结构

性异体移植，具体取决于缺损的位置和大小。由于金属加强块

简单易用、具有良好的应力传递等特性，其越来越多的应用于

骨缺损的治疗中，此外定制个性化的金属加强块将优化骨缺损

的治疗。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此篇综述聚焦有限元分析在人工膝关节置换中的应用，将

各类型膝关节置换术从假体材料与设计、膝关节对位对线以及

手术方案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通过复习上述研究，在 TKA 中活动平台较固定平台降低了

胫股关节接触面应力，从而减少聚乙烯磨损。相对于机械对线，

采用运动对线的 TKA 人工关节的股骨假体与聚乙烯垫片的最大

应力与最大应变值均减小，产生的应力更低，从而减少了关节

接触面的磨损，延长了假体寿命，但在目前临床中研究两者实

际应用情况的差距较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假体型号

的不匹配导致应力的增加，加速聚乙烯垫片的磨损，影响假体

的使用寿命。在单髁置换中，活动平台股骨和胫骨假体形合性

较好，能够减少假体磨损；而固定平台假体单髁置换应避免过

度形合引起局部应力集中导致的加速假体磨损，因此从有限元

分析角度推荐活动平台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角度为内翻 4° 至外

翻 4°，而固定平台建议保持中立位 (0°)。在 RTKA 术中，延长杆

的设计长度应在保留骨质和植入后减少假体周围应力之间保持

最佳平衡。与骨水泥柄相比，压配式延长杆显示出更高的微动。

此外接近于解剖结构的弓形延长杆和尖端开槽的髓腔杆有利于

表 1 ｜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的有限元分析
Table 1 ｜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coronal arrangement of tibial 
prosthesis

研究作者 发表

年份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结论

ZHU 等
[33] 2015 有限元分析 活动平台 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推荐角度为内翻 

4° 至外翻 4° 之间

INNOCENTI
等

[34]
2016 有限元分析 固定平台 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应置于中立位 (0°)

KANG 等
[35] 2018 有限元分析 固定平台 胫骨假体冠状面排列应置于中立位 (0°)

KWON 等
[36] 2014 有限元分析 固定

vs. 活动

活动平台聚乙烯衬垫的接触压力比固

定平台聚乙烯衬垫低

KOH 等
[37] 2019 有限元分析 固定

vs. 活动

活动平台聚乙烯衬垫的接触压力比固

定平台聚乙烯衬垫低

2.3   有限元分析在 RTKA 术中的应用   RTKA 是人工膝关节初次置

换因各种原因失败后的一种补救性手术，其具有手术难度高、

患者创伤大、恢复时间长、围术期临床管理复杂等特点。因初

次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人数逐年快速增长，RTKA 逐渐成为关节外

科领域未来的研究重点。运用有限元分析研究手术失败的原因，

从生物力学角度更好地优化 RTKA 手术方案及假体的设计
[38-40]

。

有限元分析在人工膝关节翻修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假体设计和

材质选择。

2.3.1   有限元分析在延长杆设计的应用   对于全膝关节翻修手

术，按固定方式可以分为骨水泥假体和非骨水泥假体 ( 压配

型假体 )，绝大多数假体髁面均使用骨水泥固定，延长杆可以

用骨水泥固定或压配型固定。压配型有便于翻修的特点，但

对于明显骨质疏松、干骺端畸形的患者应使用骨水泥假体。 
CONLISK 等

[41]
运用有限元分析了骨水泥型假体，他们构建了 

4 种不同长度股骨假体，分别为无延长杆股骨假体、短柄延长

杆假体 (50 mm)、中柄延长杆假体 (75 mm) 和长柄延长杆假体 

(100 mm)，将延长杆假体分别植入股骨，在步态循环中分析延

长杆股骨周围的应力和应变。研究表明，配有延长杆的假体都

能减少假体周围的应力，短柄、中柄和长柄延长杆对应股骨的

应力分别减少 11%，26% 和 29%，中柄延长杆 (75 mm) 被认为

在手术时保留骨质和植入后减少假体周围应力之间可以保持最

佳平衡。EL-ZAYAT 等
[42]

运用有限元分析对比了骨水泥型和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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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前端应力分布，从而减少术后尖端痛的出现。

综上，相对于传统的力学研究而言，有限元分析可以进行

相对较为准确的计算和模拟，弥补了传统力学在膝关节置换方

面的不足，在人工关节领域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随着影像学

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有限元分析在假体材料与设计、膝

关节对位对线以及手术方案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为膝关节

疾病的精准诊治、人工关节假体的设计以及膝关节生物力学的

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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