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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上肢是人类各部分肢体中最灵活的部分,
由手骨、尺骨、桡骨、肱骨以及相互协调运动的关节

和肌肉、韧带等周围软组织组成,结构复杂,且具有

重要的生理功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具有灵活性高、
运动范围广、各部分协调性强等特点。人体上肢创

伤性骨折、运动性损伤、慢性关节炎、关节畸形、肿瘤

等疾病的发病率较高,对这些疾病的病因目前尚未

完全清楚。研究上肢运动过程中的生物力学、动力

学、运动学及上肢骨骼肌肉力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

义,旨在从医学生物力学角度,探讨人体上肢骨骼肌

肉系统相关的力学问题,上肢运动过程中肌肉力、关
节力的变化情况和骨骼的应力、应变规律。确定人

体上肢骨骼的力学相关参数及主要肌肉功能的力学

特性,为动力学、运动学仿真分析提供较为合理的分

析平台,为临床上肢手术的术前规划和术后的康复

功能研究及评价提供合理的有限元分析平台。对预

防骨折、关节退行性变、运动性损伤、康复锻炼以及

体育竞技方面有指导作用。本文从骨肌系统建模、
运动学与动力学仿真分析以及有限元分析等方面进

行综述。

1 人体骨肌系统的运动学与动力学分
析概述

  人体骨肌系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系统,其研究

主要包括骨骼、肌肉以及韧带等软组织的生物力学

的性质测定,以及动力学与运动学分析与仿真和三

维有限元法分析等。在活体上直接进行实验测量基

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使得人体骨骼肌肉系统的研

究比较困难。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理学家 Hill
对肌肉力学进行了实验测量和理论研究,并提出

Hill肌肉模型,用于预测肌肉力大小,成为肌肉力计

算的经典模型[1]。1957年,Huxley在 Hill所提出

的肌肉收缩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

肌肉模型“旋转交联桥”,主要用于探讨神经刺激与

肌肉力相互作用的关系[2]。1970年,Miller将骨骼

简化为刚体,刚体之间以铰链方式相互连接,并且采

用Newton-Euler方法的经典力学进行动力学建模,
实现对人体运动的动力学分析与测量[3]。1971年,

Passerello和Huston创建了人体骨骼系统模型,应
用到太空动力学分析领域,并进行分析与计算[4]。
但这些研究仅考虑肌肉或者骨骼,与人体是一个整

体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1981年,Hatze首次将

肌肉力考虑到骨骼的动力学中,进行建模分析和计

算,更加准确地计算人体动力学问题,从而开创了人

体骨肌系统动力学的研究[5]。

  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Zajac提出一种骨

骼肌肉模型,将肌肉、肌腱和骨骼一并考虑到建模之

中进行运动控制研究分析[6],此方法较符合人体的

生理要求,广泛被学者采用,为后来的骨骼肌肉建模

和计算提供了基本模型。1990年,斯坦福大学的

Delp采用多刚体动力学中的 Kane法,建立了一套

新的骨肌动力学模型,并且运用经典的 Hill模型作

为肌 肉 力 模 型,进 行 骨 骼 肌 肉 系 统 预 测[7]。

1994年,Brand等[8]在同一患者髋关节肌肉力量计

算与测量的比较研究中,运用下肢肌肉功能模型数

据,测量了患者髋关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指标,且计

·8101·
广 西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
 2018July;35(7)



算了关节反作用力。2003年,Davoodit等[9]从智能

控制角度观点出发,提出模拟退火算法来对骨肌系

统的运动学与动力学进行仿真建模分析。2006年,

Amy[10]又尝试将模糊优化的方法运用到骨骼肌肉

系统动力学与运动学中来计算肌肉力。

  不同方法的运动生物力学仿真软件,如SIMM
软件(图1A)、Anybody软件(图1B)、LifeMOD软

件(图1C)、OpenSim软件(图1D)等[11-12]的产生,大

大促进了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推动了人体骨骼肌

肉系统动力学的发展。根据这些仿真软件建立骨骼

肌肉几何模型,计算出关节力矩、肌肉力以及韧带的

作用力等相关参数。把这些参数应用到有限元模型

中,在有限元模型中可以通过提供合理的材料属性、
边界条件等情况,真实地反映人体运动状态下的骨

骼力学问题。

A:SIMM软件;B:Anybody软件;C:LifeMOD软件;D:OpenSim软件

图1 人体骨肌系统动力学计算软件

2 上肢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的研究分
析

  人体上肢由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锁骨、肩胛

骨、肱骨、尺骨、桡骨、腕骨以及肌肉韧带等相关软组

织构成,在人体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上肢运动

直接测量实验研究在人体几乎不可能完成,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的运用,对上肢

运动学和动力学进行建立骨骼肌肉系统模型,模仿

人体的运动状态,可以实现人体多部分骨骼肌肉等

组织的相互运动的研究分析。1991年,Högfors
等[13]建立了人体肩关节生物力学模型,分析肩关节

组成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在正常情况

下,肩关节之间的运动非常稳定。1992年,Karlsson
等[14]建立人体肩关节三维生物力学模型预测肩胛

骨平面和附着在肱骨结构上的肌肉、骨骼和韧带负

载情况,结果表明,当手负重为1kg时,肩部肌肉力

量可达 到150N。1995年,Happee等[15]建 立 了

95根肌肉力线的三维肩关节模型,采用逆动力学方

法和最优化法分析肩关节前屈、旋转肌肉力、加速度

以及能量的转化情况。1997年,Gonzalez等[16]建立

了一个三维腕关节模型,分析腕部肌肉力的情况,结
果显示屈曲力矩峰值大于伸直力矩峰值,主要是因

为屈曲总的生理横截面积更大。1998年,Buchanan

等[17]建立了一个肘关节模型,分析肘关节内翻和外

翻负荷的肌肉抵抗力。这些仿真模型是从一个关节

出发,研究关节的作用及生理功能,有其局限性,因
此,整个上肢骨肌仿真运动学与动力学研究日益受

到重视。2000年,Biryukova等[18]构建了一个多刚

体的人体运动学上肢(包括手、前臂和上臂)模型,并
且包含了7个自由度,模拟了上肢6个方向的仿真

运动,且能够准确地分析人体多关节运动。2005
年,Holzbaur等[19]构建了一个上肢骨肌仿真模型,
包含了15个自由度以及三个关节结构、手骨、前臂、
胸骨和连接其之间的肌肉,进行神经肌肉控制研究

分析,并且预测了相关的肌肉力、肌腱性质、各关节

力矩以及力臂等。2006年,Hingtgen等[20]使用VI-
CON动作分析系统建立了一个上肢的运动学模型,
用来探讨偏瘫患者上肢运动时的运动范围、最大角

加速度及时间,结果发现能够准确的量化运动过程,
帮助康复治疗。2007年,Pennestri等[21]建立了一

个上肢生物力学分析的虚拟肌肉骨骼模型,模仿了

方向盘运动如前臂屈伸、旋后以及手的姿势等活动,
结果表明,当肩部肌肉(冈上肌和斜方肌)激活约

20%~25%时,在这个位置肩关节施加的反作用力

最高,而腕关节也产生最高的反应力。2011年,

Zhang等[22]建立了一个上肢肌肉骨骼模型(由7个

部分组成:肋骨、胸骨、锁骨、肩胛骨、肱骨、桡骨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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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并包括22块肌肉)对肘关节屈伸运动进行生物

力学研究,并用ECG作为辅助方法验证计算结果,
显示 肱 二 头 肌 和 肱 肌 的 肌 肉 最 大 力 量 分 别 是

44.32N和41.52N,在肘关节屈曲近90°时关节最

大力矩为2.36N,然后逐渐下降。2016年,Guzik-
Kopyto等[23]用三维运动系统测量实验学的参数,
然后将其用于数值计算,建立了一个上肢骨骼肌肉

模型进行日常生活活动中上肢关节负荷的测定,并
将8个健康人进行分组,分别测定肩、肘、腕关节的

合力,定性和定量评估表明对于大多数受试者在个

别关节的合力的特点是与其他的关节合力是高度相

似的。同年,Hou等[24]提出了一种神经肌肉骨骼

(NMS)模型来预测运动过程中个体的肌肉力,结合

表面肌电图和运动数据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NMS模型能够评价神经康复领域的上肢运动功能。
根据骨肌建模以及仿真运动的实验,上肢运动学与

动力学可以进行较好的模仿,并且能预测肌肉力的

大小,这些仿真技术是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

3 上肢运动学和动力学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方法作为一种新兴方法,在骨科领域运

用的特别广泛,其优点是可以降低实验成本、节省试

验时间、反复重复实验以及测量实验对象的内外部

受力情况,弥补了动物实验、物理实验和体外(尸体)
实验的不足,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1994年,Helm[25]用有限元建立了肩关节的肌肉骨

骼模型,并用ECG来验证肌肉模型表现高度相关

性,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形态结构的功能。

2002年,Buchler等[26]建立了一个肩关节的有限元

模型,进行了肩关节炎与正常肩关节的生物力学特

性的比较,结果发现当肩关节外旋运动时,正常肩关

节其运动没有脱位现象,而骨性关节炎的运动有明

显的差别,表现为肱骨头 向 后 方 半 脱 位。同 年,

Takatori等[27]应用有限元法结合触感传感器及压

力敏感器探讨肱桡关节在旋前、旋后、中立位0°~
90°的应力应变情况,结果发现前臂在不同的位置状

态下,其应力应变是有差异的,在旋前位、中立位时

应力应变大多集中在内侧的桡骨头,而旋后位时应

力应变大多集中在外侧的桡骨头。2006年,Hop-
kins等[28]用三维有限元法探讨了全肩关节置换术

后的肱盂关节运动学的不同假体参数,主要是观察

肱骨头的脱位以及关节的松动现象,其分析结果与

实验数据保持高度一致性。2007年,Ellis等[29]用

三维有限元方法建立了一个肱盂下韧带模型,分析

了外旋运动与外展运动时的应力应变以及关节囊下

缘的受力情况,结果发现有限元分析法是一种可靠、
客观的方法。2009年,张建新等[30]运用三维有限元

法分析了正常桡骨头与其切除后的应力分布及传导

情况,并考虑了肘关节周围软组织如内外侧副韧带、
环状韧带以及尺骨与桡骨之间的骨间膜等因素对桡

骨头及肘关节的影响,结果表明正常桡骨头与其切

除后 的 应 力 传 导 有 明 显 的 差 异。2010年,Sakai
等[31]通过计算机模拟投掷骨折进行有限元分析,发
现产生肱骨螺旋骨折的应力集中于肱骨中下1/3交

界处及肱骨远端。2012年,Östh等[32]在一个有限

元上肢肌肉非线性反馈控制模型中模拟肌肉主动反

应,结果表明,在有限元的数值人体模型中一个非线

性的肌肉骨骼模型的反馈控制可以用来获得类似人

体反射反应和姿势的维持。有限元分析在骨骼应力

应变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实用性,但其预测肌肉

力的大小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 结 语

  上肢是人体的活动、功能重要部分,在日常生活

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上肢关节的协调运动,可以

使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复杂运动,满足自

身需求,但是在各种活动中有时会造成肌肉和骨骼

的损伤,研究上肢在运动过程中骨骼肌肉系统的几

何建模与模拟仿真、运动学与动力学分析以及有限

元建模分析等有重要意义。在医学方面,通过对肌

肉力、关节力以及骨骼的应力应变的分析,临床医生

可以准确地确定患者患处的部位,对预防上肢骨折、
运动性损伤以及康复锻炼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在
生物力学方面,通过上述分析,工厂研究人员可以开

发出更适合人体的医疗器械与材料;在体育竞技方

面,通过对各项运动中的肌肉力分析,研究人员可以

分析各项运动中最主要的肌肉群,并通过专项的训

练来提高这些最主要的肌肉群,从而提高运动员的

竞技实力等。上肢运动学的研究涉及骨骼、肌肉以

及韧带等软组织的生物力学性质的测定,以及动力

学、运动学分析与仿真和三维有限元分析等方法。
近年来主要集中在运用三维捕捉系统测得运动学相

关参数,在SIMM、Anybody、LifeMOD、OpenSim等

软件中进行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仿真,计算出运动

学相关的肌肉力、关节合力以及韧带力等运动参数,
运用到临床、康复以及体育竞技领域中,也可以把相

关参数运用到有限元中,在运动状态下进行骨骼受

力分析,更为贴近生理状态、符合运动学要求。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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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运动分析与有限元分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也
是骨科运动学与动力学领域的研究热门方向。

  虽然,在骨骼肌肉系统建立了模型,但有一些不

足之处:第一,对于不同国家、民族、人种、个体,上肢

的解剖特性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需要更进一步的个

性化研究;第二,上肢骨骼肌肉建模比较粗略,下一

步需要建立更完整的人体关节连接功能,对关节周

围的韧带、肌腱、软骨、关节囊以及关节滑液等进行

细致、系统的研究分析;第三,在有限元运动学、动力

学分析中,仅对一些简单的活动的几个重要阶段进

行了分析,并未进行更复杂、精细的研究分析;第四,
对于骨骼肌肉系统模型需要通过在体实验来验证。
今后仍须开展相关研究完善不足之处,以期更好地

指导临床应用,为临床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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