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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静态压缩下腰椎间盘破裂的力学行为

刘  清 1，2，宋  浩 1，2，都承斐 1，2，孙艳芳 1，2，李  琨 3，张春秋 1，2

文题释义：

本构模型：反映材料应力应变宏观性质的数学模型。用于描述材料受到外力作用变形时，应力、应变、时间或更多其他物理量变化率之间

关系的物性方程，能反映材料属性随运动条件而发生的改变。

损伤因子：用来描述材料损伤程度的物理量，被用于反映材料由于微损伤的产生和损伤扩大而引起的微裂纹和微型孔在全部材料体积中所

占比例。

数字图像相关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测量方法，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跟踪物体表面图像子区域的散斑图，对比物体表面变形前后的2幅
数字图像，并运用相关算法得到位移和应变图。

摘要

背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上引起腰痛的主要原因，发病原因十分复杂，长期力学负荷的积累和突然超负荷损伤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病

因。椎间盘突出大多受到其力学状态改变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腰椎间盘整体和内部的应力/应变特性进行研究，从而为腰椎间盘突出的预

防和治疗提出指导。

目的：通过体外实验多角度讨论椎间盘的疲劳特性和破裂机制。

方法：实验采用当地屠宰4-6 h的新鲜绵羊腰椎，用其制作的椎间盘样本被用于不同实验。疲劳实验中，探索轻度破裂和疲劳应力对椎间

盘疲劳特性的影响。在内部位移和载荷分布实验中，通过应用优化的数字图像相关技术来测试椎间盘加载过程的内部位移分布，应用布拉

格光纤光栅技术测量椎间盘加载过程的内部载荷分布。

结果与结论：①对于正常及早期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前后的破裂应力-应变曲线均呈现出多段特性，主要由4个阶段组成：趾部阶段、线性

阶段、屈服阶段和破裂阶段；②正常腰椎间盘的趾部阶段非常明显，而早期破裂腰椎间盘的趾部阶段几乎消失；对于正常和早期破裂腰椎

间盘，疲劳后的弹性模量均略大于疲劳前的弹性模量；对于正常腰椎间盘，疲劳后的比例极限大于疲劳前；对于早期破裂腰椎间盘，疲劳

后的比例极限小于疲劳前；对于正常腰椎间盘，疲劳后的屈服应力大于疲劳前；对于早期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后的屈服应力小于疲劳前；

③腹侧纤维环应力<背侧纤维环应力；在背侧区域，外层纤维环应力<内层纤维环应力；而腹侧区域呈现相反规律；④含损伤因子的损伤本

构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椎间盘损伤的力学特性，实验结果对预防日常生活中的腰椎间盘突出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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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体外实验多角度观察椎间盘的疲劳特性和破裂机制

新鲜羊腰椎间盘制作成样品

L2-L3、L4-L5、L6-L7 节段健

康和轻度破裂的腰椎间盘
L4-L5、节段平行于矢状面切开 将光纤沿不同位置插入椎间盘

准静态压缩 0.5 mm/s
准静态压缩 0.5 mm/s 准静态压缩 0.5 mm/s

疲劳加载 1 Hz，8 000 次
疲劳加载 1 Hz，8 000 次 逐步增加 50 N 载荷加

载后进行测量

准静态压缩 0.5 mm/s
准静态压缩 0.5 mm/s

使用数字图像相关技

术测试内部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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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临床上引起腰痛的主要病因，通常由

于髓核通过破裂的纤维环脱出所致
[1-2]

。自 1934 年 MIXTER

等
[3-4]

首次发表椎间盘破裂文章以来，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

概念得到普及，基于快速发展的医学和各方面科学技术，学

者逐步对导致椎间盘破裂的原因进行探索，提出更完善和精

确的研究方法。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其原

理尚不明确，但往往伴随着椎间盘破裂的发生。通常情况下，

腰椎间盘突出是由长期力学负荷的积累和突然超负荷损伤引

起的
[5-6]

。椎间盘突出大多受到其力学状态改变的影响，因

此需要对腰椎间盘整体和内部的应力 / 应变特性进行研究，

从而为腰椎间盘突出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指导。

作为脊柱承受质量的重要部分，腰椎间盘一直被认为极

易因负荷影响而破裂。椎间盘由 3 个结构组成：柔软有弹性

的髓核、包裹髓核的多层纤维环和连接椎骨的软骨终板
[7-9]

。 

生活中椎间盘承受着多种生理负荷，垂直加载就是最为主

要的一种
[10-11]

。以往研究表明，即使是垂直加载，椎间盘

的结构也会导致内部各组织之间相互作用力，造成椎间盘

破裂
[12-13]

。GHEZELBASH 等
[14]

建立了一个单轴压缩椎间盘

模型，发现模型受压时应力 - 应变曲线斜率增加，同时观

察到不同加载力对椎间盘破裂的影响程度不同，预测了纤

维环的损伤反应。椎间盘破裂的通常形式包括椎间盘终板

破裂和纤维环破裂，终板的破裂多发于高负荷的压缩中，

低负荷更易造成纤维环破裂。PARKINSON 等
[15]

通过对猪椎

间盘进行不同载荷的疲劳实验，验证了高峰值的载荷 ( 超

过耐受力 30%) 和低峰值载荷 ( 超过耐受力 10%-30%) 引

起的椎间盘损伤不同。上述研究中均在实验后发现大量终

板破裂的样本，这一现象反映了关注终板破裂的重要性。 

CASAROLI 等 [16]
提出了一个测量复杂载荷下椎间盘破裂的数

值模型，在施加复杂载荷后，得到了一系列椎间盘破裂的应

力值，并观察到在高应力下终板破裂的发生率很高。纤维环

破裂作为椎间盘破裂的主要形式，学者对其研究大多采用了

微观观察，WADE 等
[17-18]

对羊腰椎进行了不同速度的加载实

验，观察了受损椎间盘的显微结构；他们通过比较不同载荷

引起椎间盘损伤的类别，推测了环状纤维破裂的起始位置和

扩散方式，同时也反映了加载速率会影响椎间盘的破裂。LI

等
[19]

对椎间盘进行了低、中、高速率的加载，在观察了椎

间盘破裂的力学差异后，指出屈服现象在这 3 种速度下都会

发生，但破裂现象只发生在中速和高速加载时。因而此文也

参考选取了中速率的加载速度，以更好地模拟椎间盘负荷时

的生理状态。上述研究大多是对椎间盘整体受力的研究，缺

少对压缩过程中椎间盘内部各组织的应力分布研究。并且，

目前的实验从组织层面研究了椎间盘破裂的峰值载荷，但

是采用损伤本构模型来描述腰椎间盘破裂力学特性的研究较

少。

现有的研究表明，疲劳损伤多为纤维环破裂，通常表现

为径向、周向 / 分层和边缘破裂
[20-22]

。LIU 等
[23]

对椎间盘施

加缓慢而重复的载荷进行疲劳实验，通过数字图像相关技术

观察到疲劳对纤维环的径向位移存在影响。腰椎间盘的疲劳

损伤通常开始于重复负荷引起的微小损伤，这些裂隙已被证

明会加重椎间盘的退变。BERGER-ROSCHER 等
[24]

在实验中选

择并使用了一台超高场 MRI 扫描仪 (11.7T) 和一台微型计算

机断层扫描仪对羊的腰椎进行扫描和成像，该研究证明了椎

间盘破裂早期过程中裂隙的存在。微小裂隙的增加不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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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the main clinical cause of low back pain. The pathogenesis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s very complex,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long-term mechanical loads and sudden overload injuries are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main etiological factors. Most herniated discs are 
affected by alterations in their mechanical state. Therefore, the stress/str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umbar disc as a whole and internally need to be studied to 
suggest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atigue characteristics and rupture mechanism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from multiple angles by in vitro experiments.
METHODS: Lumbar spines of fresh sheep slaughtered within 4-6 hours were used in the experiment, and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samples made up of them 
were used in different experiments. In the fatigue experiments, the fatigue characteristics of mild rupture and healthy intervertebral disc were explored. In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and load distribution experiment, the optimized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technique is used to test 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during the loading process. Fiber Bragg grating technolog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internal load distribution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during the loading proces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For normal and early ruptured lumbar discs, before and after fatigue, all rupture stress-strain curves showed multi-stage 
characteristics consisting of four main stages: toe stage, linear stage, yielding stage and damage stage. (2) The toe region of normal lumbar discs was very 
obvious, while the toe region of early ruptured lumbar discs almost disappeared. For both normal and early ruptured lumbar discs, the post-fatigue elastic 
modulus was slightly greater than the pre-fatigue elastic modulus. For normal lumbar discs, the proportional limit after fatigue was greater than that before 
fatigue. For early ruptured lumbar discs, the proportional limit after fatigue was less than that before fatigue. For normal lumbar discs, the yield stress after 
fatigue was greater than before fatigue. For early ruptured lumbar discs, the yield stress after fatigue was less than before fatigue. (3) Ventral annulus fibrosus 
stress was less than dorsal annulus fibrosus stress. On the dorsal side, the outer annulus fibrosus stress was less than the inner annulus fibrosus stress; while 
the ventral side showed the opposite pattern. (4) The introduction of damage factors to establish the damage constitutive model can fi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disc injury wel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have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in daily life. 
Key words:  lumbar disc rupture; constitutive model; stress; strain; fatigu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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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但损伤长期积累后，一个小因素就可能引起椎间盘突

出。SCHOLLUM 等
[25]

对羊椎间盘进行了 5 000 次 0.5 Hz 的循

环，并增加了 10 000-30 000 次的实验组，观察到低频疲劳

引起了纤维环轻度损伤。SUBRAMANI 等 [26]
建立了一个研究

颈椎间盘连续损伤的模型，该模型忽略了应力分布的影响，

采用仿真的方式来预测损伤的起始位置和进展情况。尽管少

量涉及体外实验的研究已经发表，但对于疲劳损伤潜在破坏

性影响的研究仍然很少。

目前学者大多利用羊、猪、牛和其他动物的椎间盘材料

进行了体外实验
[27-31]

。WILKE 等
[32]

研究发现虽然尺寸上存在

差异，但羊和人的腰椎在形态学变化上具有较高的匹配性。

CASAROLI 等 [33]
也通过仿真分析研究发现人和羊腰椎模型的

纤维环的应变场具有一定的相似度，且最大的应变位于椎间

盘后部。因而此文采用羊腰椎展开准静态实验，测试腰椎间

盘破裂的应力 - 应变曲线，在此基础上确定弹性模量、比例

极限、屈服应力等力学性能参数，并分析疲劳及早期破裂对

于腰椎间盘破裂的影响。结合光纤布拉格光栅以及非接触式

数字图像相关技术，同时测试腰椎间盘内部的应力、位移分

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引入损伤因子，从而建立腰椎间盘的非

线性损伤本构模型。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生物力学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12 至 2021 年 1 月在天津理

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生物力学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标本   选择 30 只当地宰杀的羊的腰椎，6-18 月龄，

死亡时间为 4-6 h 内，去除多余的软组织后，分别进行解剖，

见图 1 所示。在实验中，选择 L1-2、L2-3、L3-4、L4-5、L5-6、L6-7 节段，

在上、下椎间盘两侧各保留一部分椎骨，并包裹湿润的纱布

以更好地保持椎间盘的细胞活性。对所有实验节段和相邻节

段进行宏观观察以排除有问题的运动节段。

实验方案经天津理工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实

验过程遵循了国际兽医学编辑协会《关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

作者指南共识》和本地及国家法规。

测试样本被分为 3 组，每组均包含腰椎的全部节段。a 

组：用 10 个脊柱制作的测试样本来测试疲劳对健康腰椎间

盘的影响；b 组：用 10 个脊柱制作的测试样本来测试疲劳对

腰椎间盘早期破裂的影响；c 组：用 10 个脊柱制作的测试样

本来测试腰椎间盘的内部应力和位移分布。

在正式实验前，测量椎间盘的高度和面积。得到的椎间

盘的平均值见表 1 所示：H45=4.25 mm，S45=538 mm2
。

图注：图 A 为处理后的羊腰椎间盘；B 为包裹纱布保湿的样本

图 1 ｜实验样本

Figure 1 ｜ Experimental samples

表 1 ｜腰椎间盘样本的基本信息统计表                       (n=10)
Table 1 ｜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ertebral disc 
samples

分段 平均高度 (mm) 平均面积 (mm2)

L1-2 3.84 452
L2-3 3.94 490
L3-4 4.10 515
L4-5 4.25 538
L5-6 4.40 567
L6-7 4.52 592

1.3.2   实验设备   WDW-10 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被用

于准静态下的破裂加载实验，见图 2A。该仪器的加载载荷

范围为 0-10 kN，加载速度 0.1-200 mm/min。在疲劳实验

中，采用 EUT-1020 电子万能疲劳试验机，见图 2B，它拥有

0-1 kN 的载荷设定和 ±100 mm 疲劳行程。内部位移测量实

验采用数字图像相关技术，CCD 摄像机的最大采集精度为 

1 376×1 035，并有最高 300 倍的放大倍数。同时，图像处理

软件可以连续处理采集的图像。内部应力测量实验采用布拉

格光纤和 AQ6370D 光谱分析仪 ( 波长范围为 600-1 700 nm，

波长精度高达 ±0.01 nm，波长分辨率为 0.02 nm)。

图注：图 A 为 WDW-10 测试机；B 为 EUT-1020 疲劳测试机

图 2 ｜实验仪器

Figure 2 ｜ Experimental apparatus

1.4   实验方法   实验中，选取 L4-L5 节段作为实验组，其余

样品节段作为验证组。实验前，还需在室温 (26 ℃ ) 下对椎

间盘进行预压缩，预压缩位移设定为 1.2 mm，压缩速率为 

2 mm/min。实验加载结束后静置 3-5 min。a 组和 b 组的实

验目的是为了分析腰椎间盘破裂的力学行为，并考虑到早期

破裂及疲劳的影响。在实验 a 中，分别对疲劳前后的椎间盘

进行垂直加载，疲劳过程使用 EUT-1020电子万能疲劳试验机，

疲劳频率设定为 1 Hz，疲劳载荷为 60-600 N，疲劳时间为 4 h。

垂直加载过程使用了 WDW-10 型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

压缩速率为 0.5 mm/min，停止位移为 4 mm。在 b 组实验开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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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前，对椎间盘样本进行垂直加载，当应力达到屈服峰值后

停止。为了观测压缩后的裂纹位置和破裂程度，对椎间盘进

行 CT 扫描。在实验 b 中，分别对疲劳前后的椎间盘进行垂

直加载，实验仪器的设定与实验 a 相同。

在内部位移实验中，使用数字图像相关技术的跟踪标

记点来计算椎间盘不同区域的应变和应力大小。疲劳实验

后准静态加载实验中椎间盘的纤维环图像见图 3。纤维环表

面上的黑点是氧化铁纳米颗粒。选择了一组 x 值相近的标记

点 -a1(x1，y1) 和 a2(x2，y2)，计算并比较选中点的 y 值变化量，

得到轴向位移的数值。选择了一组 y 值相近的标记点 -a3(x3，

y3) 和 a4(x4，y4)，计算并比较选中点的 x 值变化量，得到径

向位移的数值。

2   结果   Results 
2.1   腰椎间盘破裂的力学行为研究   图 5 显示了腰椎间盘破

裂的力学行为。在 a 组和 b 组的所有破裂实验中，所有实验

组的椎间盘均出现破裂，伴随着曲线的急剧下降和爆裂声。

对于正常及早期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前后的破裂应力 - 应变

曲线均呈现出如图 5 所示的多段特性，破裂主要由 4 个阶段

组成：趾部阶段、线性阶段、屈服阶段和破裂阶段。同时观

察到 2 种椎间盘的破裂方式不同，健康椎间盘通常在中后部

发生破裂，轻度破裂椎间盘则会沿着早期以产生的裂口进行

破裂，大多为原有裂缝的扩展。验证组的所有节段也出现了

相同的破裂现象和特性相似的应力 - 应变曲线。两种 L4-L5

节段椎间盘疲劳前后的屈服应力、屈服应变、比例极限、弹

性模量的测量结果总结见表 2。
图注：图 A 为加载前的纤维环图像；B 为疲劳加载后的纤维环图像

图 3 ｜数字图像相关技术采集椎间盘后部的纤维环图像

Figure 3 ｜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technique for image acquisition of the 
posterior intervertebral disc

图注：图 A 为正常腰椎间盘 L4-L5；B 为轻度破裂腰椎间盘 L4-L5。疲劳

加载之后，健康椎间盘的力学性能参数均增加；轻度破裂的腰椎间盘在

疲劳后杨氏模量增加、其余力学性能参数均减小

图 5 ｜椎间盘的应力 -应变特性曲线

Figure 5 ｜ Stress-strain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intervertebral discs

应
力

(M
Pa

)

图 4 ｜插入光纤后的椎间盘和加载实验中使用的光谱分析仪器

Figure 4 ｜ Intervertebral disc after fiber insertion and spectral analysis 
instrument used in loading experiments 

表 2 ｜腰椎间盘疲劳前后的力学性能参数                 (x-±s，n=5)
Table 2 ｜ Mechanical property parameters of the lumbar disc before and 
after fatigue

腰椎间盘 状态 屈服应力 (MPa) 屈服应变 比例极限 弹性模量 (MPa)

健康腰椎间盘 疲劳前 11.72±1.59 0.59±0.04 24.77±0.09 29.41±0.80
疲劳后 13.59±1.81 0.64±0.06 26.76±0.08 35.03±0.64

轻度破裂的腰

椎间盘

疲劳前 16.85±1.64 0.79±0.12 26.30±0.71 26.28±1.35
疲劳后 15.62±1.87 0.66±0.10 22.65±1.27 27.87±1.90

A

B

光纤布拉格光栅被用来测量内部应力分布，其原理是，

光纤内部的光栅形成了一个窄带过滤器，可以选择性地改变

和控制光在纤芯中的传播路径。当光通过光纤光栅时，特定

波长的光会被反射回来，而其他的光则会通过光栅区域传输。

当光纤受压时，光纤光栅会发生一些变形，光栅间距因此而

改变，所以对特定波长光的选择性也会改变。图 4A，B 显示

了插入光纤后的椎间盘和加载实验中使用的光谱分析仪器。

图 4C 表示实验时光纤插入的位置，首先用带保护层的光纤

依次穿过背侧、腹侧纤维环的内、外层，检测加载时纤维环

腹侧和背侧区域的应力分布，取出光纤后，再将光纤依次插

入左侧纤维环的内、外层，检测加载时纤维环左侧区域的应

力分布。在实验中，根据光栅的反射原理，传感器收到的波

长数据被用来确定压缩过程中椎间盘的内部应力变化。

1.5   主要观察指标   压缩疲劳前后健康椎间盘、轻度破裂椎

间盘整体和内部的力学性能变化，以及健康椎间盘准静态压

缩过程中的内部应力变化。

A

C

B

图注：图 A 为插入光

纤的纤维环；B 为读取

光纤偏差的光纤分析

器；C 中① - ⑥表示实

验中光纤的插入位置

应
力

(M
Pa

)

L4-5，健康，疲劳前
L4-5，健康，疲劳后

应变

趾部阶段

趾部阶段

 L4-5，轻度破裂，疲劳前

 L4-5，轻度破裂，疲劳后

A B

线性阶段 线性阶段

屈服阶段

屈服阶段

破裂阶段

破裂阶段

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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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中数据可知：①趾部阶段：此阶段腰椎间盘所承

受的载荷是人体正常生理状态下所承受的载荷，正常腰椎间

盘的趾部阶段非常明显，而轻度破裂腰椎间盘的趾部阶段几

乎消失。②线性阶段：由线性阶段计算杨氏模量，可知对于正

常及早期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后的弹性模量均略大于疲劳前的

弹性模量。此外，对于正常腰椎间盘，疲劳后的比例极限大于

疲劳前；对于轻度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后的比例极限小于疲劳

前。③屈服阶段：对于正常腰椎间盘，疲劳后的屈服应力大

于疲劳前；对于轻度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后的屈服应力小于

疲劳前。④破裂阶段：对于正常腰椎间盘，疲劳前后均未出

现应变强化段；对于轻度破裂腰椎间盘，疲劳前后均出现应

变强化段。

2.2   腰椎间盘内部应力分布 / 位移分布   压缩载荷下椎间盘

径向的应力分布见图 6。椎间盘的所有部分在垂直压缩下都

受到了压缩，然而，出现了应力分布不均的现象，并呈现如

下规律：腹侧纤维环应力 < 背侧纤维环应力，即椎间盘的应

力主要集中在背侧的外环区域。在纤维环背侧区域和左侧区

域，外层纤维环应力 > 内层纤维环应力；而腹侧区域呈现相

反规律。

图注：图 A 为径向位移分布；B 为轴向位移分布

图 7 ｜压缩过程中椎间盘内部的位移分布

Figure 7 ｜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inside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during 
compression

压缩载荷下椎间盘内部的轴向位移和径向位移见图 7，

压缩过程中的径向位移变化比轴向位移更明显。轴向位移中

上层纤维环的位移最大，径向位移中内层的位移最大。呈现

的整体应变趋势是内层纤维环 > 中层纤维环 > 外层纤维环；

上层纤维环 > 中层纤维环 > 下层纤维环。结合椎间盘内部应

力和内部位移的测量结果可知，在垂直加载中，纤维环内侧

区域位移变化大，纤维环内层基质向外侧移动挤压外环，使

外层的纤维环产生较大的应力，这可能是造成椎间盘破裂的

主要原因。

载
荷

(N
)

载
荷

(N
)

2.3   腰椎间盘损伤的本构关系    弹性是椎间盘屈服前最明显

的材料特性，文献 [20] 使用方程 (1) 描述腰椎间盘的非线性

弹性平衡响应：

                                         (1)

式中，E1、E2、E3为弹性系数，用于描述材料的抗形变能力，

δ、ε 分别为压缩时的应力、应变。为了较好地反映材料的弱

化效应，此文采用概率密度服从 Weibull 分布的函数来表征

腰椎间盘的损伤演化规律，在方程 (1)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损伤本构模型：

                                            (2)

                                     

(3)

在公式中，D 是损伤因子，δ、ε分别为压缩时的应力、

应变，εp 是屈服点处的应变，n 为形状参数，α为尺度参数，

都为大于 0 的参数。本构关系式是根据图 5 中疲劳特性的应

变 - 应力曲线段计算出来的，在屈服段中引入了损伤因子，

以更好地适应椎间盘破裂时的曲线变化。计算出的曲线与实

验曲线耦合良好，证明拟合曲线的本构方程能更好地反映椎

间盘疲劳前后的应变 -应力关系，见图 8。

内层，背侧纤维环
中层，背侧纤维环
外层，背侧纤维环

上层，背侧纤维环
中层，背侧纤维环
下层，背侧纤维环

拟合结束后，将疲劳前后的拟合参数总结见表 3。由表

可知 n 和 α 在疲劳前后均为正数。

A B

图注：图 A 为疲劳前的健康椎间盘；B 为疲劳后的健康椎间盘。计算出

的曲线与实验曲线耦合良好

图 8 ｜应力 -应变拟合曲线

Figure 8 ｜ Stress-strain fitting curve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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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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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椎间盘疲劳前
拟合曲线

健康椎间盘疲劳后
拟合曲线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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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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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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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为纤维环腹侧和背侧的应力对比；B 为腹侧纤维环内层和外

层的应力对比；C 为背侧纤维环内层和外层的应力对比；D 为左侧纤维

环内层和外层的应力对比

图 6 ｜腰椎间盘内部应力分布曲线

Figure 6 ｜ Stress distribution curves inside the lumbar intervertebral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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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拟合参数
Table 3 ｜ Fitting parameters

状态 E1 E2 E3 n α

疲劳前 -108.930 92.290 5.098 51.416 1 647.422
疲劳后 -110.202 92.174 6.934 1.120 100.850

表注：E1、E2、E3 为弹性系数，用于描述材料的抗形变能力，n 为形状参数，α 为

尺度参数

应变 应变

位移 (mm) 位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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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3.1   腰椎间盘破裂的力学行为   所有的椎间盘实验曲线都有

趾部段、线性段、屈服段和破裂段，由于椎间盘髓核的黏弹性，

实验曲线呈现非线性增长。在实验过程中，椎间盘破裂往往

伴随着爆裂声和实验曲线的急剧下降。

椎间盘的 CT 扫描结果见图 9，结果显示，健康椎间盘

和轻度破裂椎间盘的破裂现象不同，这可能是受到早期裂纹

的影响。QASIM 等 [34]
发现椎间盘的损伤通常始于与终板相

邻的后内环，并随着载荷循环次数的增加向外扩展，当损伤

引起破裂时，终板上的载荷也受到影响并增加，在后部的应

力集中尤为明显。因此可以推断健康椎间盘受到压缩时，应

力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后部，在中板的中间区域发生破裂，而

早期破裂产生的裂缝会造成应力集中，因此破裂会沿早期裂

缝的方向扩展
[35-36]

。

位移较大，外部的纤维环位移较小；而在轴向，上层纤维环

位移大，深层纤维环位移小。这一结果与 HUSSEIN 等
[40]

的

研究一致，他们对兔的胸椎进行加载，用数字体积相关分析

图像观察到类似现象，即椎骨的后部应变最大，后椎骨的下

部和后部应变增加最慢。

布拉格光纤光栅技术被用于纤维环内部应力分布测量实

验，该光栅非常敏感，而且纤维直径小，可以减少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DENNISON 等
[41]

使用布拉格光纤光栅测量椎间盘

压力，测得椎间盘内的压力随压缩载荷线性增加。在此次实

验中，发现压力在被压缩的椎间盘内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所

以通过测量来分析椎间盘破裂的原因。

内应力的测量结果显示，在加载过程中，纤维环内部

和外部的应力分布是不均匀的。结果显示，左侧和背部区域

纤维环的应力分布显示出纤维环内环受到的应力比外环小的

特点，腹部区域纤维环的应力分布则相反。这一实验结果与

SUBRAMANI 等 [26]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建立了疲劳加载下

的损伤椎间盘模型，在 3 种状态下对椎间盘进行了疲劳加载

模拟，结果显示，椎间盘的背部区域纤维环比腹部区域更容

易因疲劳而受伤；疲劳损伤也被观察到从纤维环的背部区域

开始，并从纤维环内侧向外延伸。

由内部位移和应力分布情况可知，在压缩过程中，内纤

维环的大位移造成了外环的应力集中，因此可以推断，髓核

在压缩过程中把更多的应力传递到椎间盘后部，并使应力从

内环向外传递。KARPIŃSKI 等 [42]
对此做了研究，他们模拟

了正常和无核椎间盘的加载情况，发现没有髓核的椎间盘承

受的应力更大，而且在有髓核的情况下，力似乎从髓核向径

向扩散。同时，髓核造成了更多的负荷方向性分布，在椎间

盘边缘区域形成了应力积累。SCHMIDT 等
[43]

还发现，椎间

盘内的液体受应力影响从髓核中心沿轴向方向流向终板，沿

径向方向流向周围的环形区。

3.4   结论   此文进行了多种实验，目的是采用多手段对椎间

盘在多角度下进行疲劳加载。在准静态实验中，得到的应力 -

应变曲线反映了健康椎间盘在疲劳前后垂直加载中的力学性

能，对比了健康椎间盘和轻度破裂的椎间盘疲劳前后的疲劳

特性。优化的数字图像相关技术和布拉格光栅光纤技术被用

于测量加载中的内部位移和载荷的数据变化，实验结果显示，

轻度破裂对椎间盘疲劳前后的疲劳特性存在影响。而损伤因

子被引入到本构方程中，其作用是更好地预测力学行为，结

果显示，带有损伤因子的本构方程能更好地表达椎间盘加载

时的应力 - 应变关系。此文的研究内容反映了生活中疲劳对

椎间盘破裂的影响，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预防和治疗提出了

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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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椎间盘的 CT 扫描

Figure 9 ｜ CT scan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图注：图 A 为健康椎

间盘；B 为健康椎间

盘加载至破裂；C 为

早期破裂椎间盘；D
为早期破裂椎间盘加

载至再次破裂

A

C

B

D

3.2   疲劳损伤   疲劳前后椎间盘刚度发生了变化，椎间盘的

弹性模量变大，疲劳后屈服应力峰值明显增加。这一结果

与 NOGUCHI 等 [37]
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以 1 Hz 的频率和 

1 500 N 的载荷对 14 个猪椎间盘进行了 3 600 次疲劳实验，

结果显示疲劳后实验椎间盘出现高度损失，屈服应力峰值增

加 102%，长期的轴向负荷导致了椎间盘黏弹性降低，这通

常会降低椎间盘的高度。轻度破裂椎间盘疲劳后的力学特性

与健康椎间盘存在不同，轻度破裂椎间盘的杨氏模量在疲劳

后也会增加，但轻度破裂椎间盘在疲劳后屈服应力峰值、屈

服应变和比例极限均降低，这种现象是由疲劳时椎间盘裂隙

的进一步破坏造成的。此外，裂隙的扩大加剧了液体的流动，

导致椎间盘的进一步退化。PELOQUIN 等
[38]

发现，当裂隙受

力时，应力集中发生在裂隙顶端，这种现象导致椎间盘水化

作用下降，可能是导致髓核通过破裂引起的裂缝被挤压出来

的重要原因，椎间盘裂缝的产生极大地影响了细胞的活性，

这种损伤造成了裂缝两侧营养物质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了内

外基质之间的渗透压差。WOGNUM 等
[39]

用水凝胶模型模拟

破裂，发现椎间盘渗透压在裂隙出现后下降，这种现象常在

椎间盘水化程度降低时出现。渗透压会积聚在裂缝的顶端，

形成应力集中，增加裂隙扩展的可能性，长期的重复负荷会

影响椎间盘的水化程度和稳定性。

3.3   内部位移和应力分布   疲劳后加载实验研究了椎间盘后

部在径向上的位移分布特征，实验结果表明，内部的纤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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