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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有限元法在椎体成形术力学研究 中的应用进展 

雷丙俊，牛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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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法又称有限元素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 

是一种有效的离散化数值计算方法，把一个复杂的弹性物体 

可以看成是由无限个质点组成的集合体，用这种离散化的有 

限单元模型代替原有物体。1974年 Belytschkot等 首先将 

FEM应用于脊柱力学研究。椎体成形术是一种采用经皮穿 

刺的方法将骨水泥注射到病变的椎体内的技术。而将 FEM 

应用于经皮椎体成形术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 

成熟的脊柱运动节段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完成了多项模拟实 

验的研究 J。随着有限元技术的发展和椎体成形术在世界 

各地的广泛应用，作为椎体成形术生物力学研究重要方法之 
一

，推动着椎体成形术生物力学研究更深入发展。由于椎体 

成形术的治疗原理、远期疗效、并发症均与其生物力学密切 

相关 ，其生物力学引起广泛的关注 J。本文就 FEM在椎体 

成形术的生物力学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三维 FEM模拟骨水泥灌注恢复椎体强度和刚度相关研究 

1．1 量和填充方式对椎体强度和刚度的影响 椎体的强度 

指椎体在发生塌陷之前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刚度指椎体 

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椎体成形术后椎体的强度 

和刚度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骨水泥量的增加，椎体的强度和刚 

度随之增加，Yan等 建立有限元模 型，按注入骨水泥量占 

椎体容积分为2组(8．6％ 一11．4％、13．1％ ～22．8％)。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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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椎体的强度和刚度随着骨水泥量的增加而增加，且强度的 

增加较刚度增加明显。因此认为骨水泥在椎体内填充方式 

对椎体的强度和刚度起到决定作用。然而也有学者 通过 

模拟椎体成形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骨水泥填充，填 

充量分别是 1．5 ml、5 ml，选取椎体内五个部位为进针点，根 

据流体动力学原理模拟PMMA在椎体内流动，力学测定发现 

随着 PMMA量的增加椎体的强度和刚度增加；但同一容量骨 

水泥变化不同穿刺部位强度和刚度的变化无明显差异(P> 

0．05)。也有学者 用三维有限元法模拟早期退变椎间盘和 

正常椎间盘，对骨质疏松性压缩性骨折行椎体成形术 PMMA 

骨水泥灌注，术后检测应力变化，结果 2组椎体强度均可以 

恢复到损伤前水平，椎体的刚度部分恢复。早期退变椎间盘 

对运动节段的强度和刚度未见影响。 

1．2 椎体强化后椎体的应力分布 由于椎体成形术中骨水 

泥填充后，高强度的骨水泥固化使骨水泥及其周围应力明显 

增高，从而改变了椎体内应力分布。Nan等 三维有限元模 

型，在载荷下观察有限元模型的应力、应变的分布变化，发现 

在前弯力矩下，椎体成形术后椎体的最大应力应变值较术前 

无明显变化，但应力应变分布都有了明显的改变，骨水泥附 

近明显增高，高应力值出现在腰椎前部，表示前部受到较大 

的应力导致变形。因此通过FEM的模拟研究，认为骨水泥 

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椎体单元的强度和刚度。也有学者 

通过 Von mises stress研究椎体内应力变化，Von mises stress 

是一种等效应力，用应力等值线来表示椎体内部的应力分布 

情况，可以清晰描述出整个椎体中的变化，从而使分析人员 

可以快速的确定椎体中的危险区域，是实体生物力学不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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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三维 FEM模拟研究表明负重和骨折类型是影响强化 

椎体和骨水泥最大 Von mises stress最重要因素，骨水泥的弹 

性模量、松质骨、骨折部位、骨水泥的量是影响强化椎体最大 

Von mises stress的一般影响因素，而骨水泥的量和匀称性没 

有影响最大的 Von mises stress。有学者 对运动节段强度、 

刚度及 Von mises stress变化进行研究，发现 PVP术后椎体的 

强度和刚度均明显恢复，运动节段的Von llllSeS stress明显降 

低 ，很好地恢复了椎体的稳定性。 

1．3 骨密度和骨水泥充填量对椎体的力学影响 椎体骨密 

度的大小与椎体强度和椎体发生骨折强度密切相关 ，随着骨 

密度的降低而所需骨水泥相应逐渐增多。但椎体成形术中 

骨水泥渗漏率随着骨水泥量的增加而增多，导致并发症的发 

生，所以在手术时应尽量使用小剂量的骨水泥。重度骨质疏 

松椎体需要20％椎体容量(5 m1)PMMA骨水泥，预防性强化 

可以很好地恢复椎体的强度和刚度；而轻中度骨质疏松椎体 

需要5％椎体容量 PMMA骨水 泥 (1～3．5 m1) 。有学 

者 认为骨水泥的弹性模量的变化对椎体恢复损伤前 的强 

度所需骨水泥量没有明显变化，但随着椎体弹性模量的降低 

椎体恢复损伤前的强度所需骨水泥量逐渐增加。因此临床 

中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术前检测骨密度对术中所需骨水泥 

的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三维 FEM模拟椎体成形术对相邻椎体、椎间盘力学影响 

椎间盘可以承受并分散负荷，同时能制约过多活动，椎 

体压缩荷载通过终板作用于椎间盘的髓核和纤维环，髓核内 

部产生的液压使纤维环有向外膨胀的趋势。椎体骨水泥强 

化后终板出现不同大小 的形态学变化，增加了髓核内的应 

力，从而对邻近节段产生不同程度影响。FEM可以精确模拟 

椎体强化后终板和椎问盘应力应变情况。FEM模拟研究发 

现，椎体成形术后终板下的骨水泥具有相当于垂直柱的作 

用，由此减少了椎体终板的生理凹陷，邻近椎体终板向内凸 

约 17％，使上下终板 向外变形，髓核 内压力升高 (19％)，增 

加相邻椎体的应力，易导致相邻椎体骨折 。也有学 

者 模拟椎体成形术后研究表明，随着 PMMA量的增加， 

强化椎体下终板内凸明显减少，椎间盘的应力明显增高，相 

邻椎问盘髓核内压力增高达59％，邻近椎体松质骨达到屈服 

点面积明显增加，从而改变了运动节段的应力分布，从而易 

导致邻近节段骨折的发生。但是也有学者 “ 持不同意 

见，认为椎体终板中部的应力较术前增加，为应力集中部位， 

在持续应力作用下，该部位骨折的可能性增加，但注入较小 

剂量的骨水泥(T12，注入4 m1)，椎体成形术后相邻椎体终板 

的应力无明显增加，认为椎体强化过度将导致相邻椎体骨折 

发生率增加，但若注入较小剂量的骨水泥，则不足以增加相 

邻椎体的骨折危险，因此认为临近椎体的骨折是骨质疏松的 

自然病程。国内外学者 模拟椎体成形术时也有同时把 

竖脊肌加以模拟，因为竖脊肌为背肌中最长、最大的肌，纵列 

于躯干的背面，脊柱两侧的沟内，对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具有 

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竖脊肌肌力在 PVP、椎体后凸成形术后 

J Bengbu Med Coil，May 2011，Vo1．36，No．5 

应力分别增加约200％、55％，椎间盘应力分别增加约60％、 

20％，同时发现骨折上面身体重心代偿性前移，使重力弯矩 

和竖脊肌力增大，造成椎体和椎问盘承载明显增加，而骨水 

泥强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认为椎体重心前移或者椎体是 

否恢复骨折前高度是导致邻近节段骨折的决定性因素。陆 

声等 建立 FEM模型，模拟骨水泥在椎体内的不同分布特 

点，结果不同骨水泥的量对邻近椎体生物力学的影响不大， 

但骨水泥分布不均匀和骨水泥在椎间隙的渗漏导致邻近椎 

体的终板应力增加，这可能是邻近椎体骨折的原因，因此建 

议进行椎体成形手术时骨水泥均匀分布，并避免渗漏到椎间 

隙。目前椎体成形术中，即使椎体得到合适强化 ，又不导致 

对邻近节段影响的骨水泥用量国内外还没有统一标准。 

3 三维 FEM模拟单侧与双侧行椎体成形术的生物力学比较 

单侧与双侧行椎体成形术是指经皮穿刺，由单侧或双侧 

椎弓根入路到达椎体前方，然后进行骨水泥灌注椎体强化， 

是椎体成形术中两种常用的穿刺方法。但大多数学者主张 

经双侧椎弓根入路行椎体成形术，可以使骨水泥在椎体内弥 

散更均匀 ，对邻近节段应力影响减小。研究发现 ，单侧 

注入骨水泥与双侧注入骨水泥病椎终板的应力不同，但两者 

在植入同一容量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前 

后对邻近椎体 的应力影响不大。Liebschner等 建立 FEM 

模型，模拟椎体成形术 PMMA骨水泥灌注(1～7 cm )，模拟 

不同负重和骨水泥不同空间分布情况下对椎体的影响，发现 

椎体单侧承重可引起脊柱不稳，其程度与骨水泥的填充量呈 

正比。单侧较双侧注射更明显地出现椎体从注射侧向未注 

射侧的相对运动。而且随着骨水泥填充量的增加，单侧注射 

出现的脊柱侧 凸程度也 随之加重，导致脊柱不 稳。Long 

等 建立FEM模型，检测发现单侧椎体灌注较双侧有较 

大的应力和应变。椎间盘出现应力集中现象，椎体的中部和 

相邻椎体的中上部，出现应力集中现象，椎体成形术单侧分 

布较双侧分布有较大的应力。他们还采用单侧入路退针法 

注射实施椎体成形术，通过轴 向压缩负载 ，进行生物力学对 

比分析，发现退针注射法注射骨水泥，较传统的一次性固定 

点注射法有更好的生物力学分布。 

4 三维 FEM模拟椎体成形术填充材料的生物力学性能比较 

作为临床上填充材料在力学上应具备以下特点 ：(1) 

即时维持加固椎体的强度；(2)填充材料的刚度及屈服强度 

应尽可能与椎体骨接近；(3)材料的力学性能可以长期维持。 

临床常用的填充材料有PMMA、磷酸钙骨水泥(CPC)及少数 

松质骨粒和生物陶瓷材料等。有学者 对 PMMA骨水泥和 

松质骨粒灌注进行模拟，通过等量(23％椎体容积)PMMA骨 

水泥和松质骨粒灌注，测定两种材料在压缩、拉伸及侧屈情 

况下椎体的应力变化，结果两种材料均可以很好地恢复椎体 

的强度和刚度，它们均对邻近椎间盘和邻近椎体的应力影响 

很小(P>0．05)。但治疗节段椎体增强区域的应力增加和应 

力分布变化明显，松质骨粒的增强对恢复治疗节段内部的应 



医学院学报 2011年5月第36卷第5期 

力水平要优于 PMMA。与 PMMA相比，CPC能减少成形椎体 

和相邻椎体之间的应力梯度，可能减少椎体退变和相邻椎体 

骨折的机会。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理想的骨填充材料。 

近十几年来，随着 X线、CT、MRI及计算机技术的日益 

普及 ，FEM的发展，尤其是三维有限元的应用，使其可以对人 

体脊柱包括椎体及其附件等立体结构进行相对精确的模拟， 

模拟椎体成形术骨水泥强化结果亦与实体实验结果相吻合， 

可以模拟各种填充方式下脊柱动力学、运动学、椎间盘内部 

的应力应变及邻近节段的力学变化，故在椎体成形术力学研 

究方面已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目前所建立的FEM模型其 

形态结构与人体实际仍存在一定差异，FEM在模拟人体脊柱 

时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相信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新的 

FEM软件的不断开发，FEM在脊柱生物力学的研究前景将 

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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