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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三维步态特征
受试者：
(1)健康正常志愿者 12 例；
(2)膝关节炎双膝关节置换
后患者 12 例。

步态分析

试验结果：
(1)双膝关节置换后患者和正常人在平地步行
中时空参数没有明显差别，提示人工膝关节置
换是改善下肢步行功能极为重要的治疗方法；
(2)结果也显示双膝关节置换后患者假体关节
存在一些运动和运动力学的特征，可能是影响
患者长期疗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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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1)时空参数；
(2)膝关节运动学数据；
(3)膝关节运动力学数据。

中图分类号:R496
文献标识码:A
稿件接受：2018-07-23

文题释义：
膝关节置换：指用生物相容性与机械性能良好的金属材料制成的一种类似人体骨关节的人工膝关节假体。用
手术方法将假体置换被疾病或损伤所破坏的膝关节面，其目的是切除病灶、缓解疼痛、恢复关节的活动与原
有的功能。尽管人工膝关节假体的寿命达到 15-20 年，但是磨损和松动等临床问题依然制约着人工膝关节
的使用寿命。而体内膝关节运动、动力学承载等情况与人工膝关节假体的失效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维步态分析：三维步态分析是现代实验室所采用的数字化、高科技的步态分析系统，由一组通过网络将三
维运动捕捉系统、三维测力台等连接起来，获取运动学和动力学等数据，对人类行走状态进行分析的一种生
物力学研究方法。三维步态分析能够提供一系列时间、几何、力学等参数值和曲线，能够客观定量地评定人
体步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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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步态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和研究者关注。
目的：定量评价膝关节置换后患者的步行功能和膝关节生物力学变化，评定手术疗效，探索最佳的治疗策略
和置换后康复方案。
方法：采用英国 Vicon 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对膝关节炎双膝关节置换后患者 12 例(试验组)和 12 例相匹配的健
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步态测试，以 Polygon 软件分析受试者步行能力和膝关节三维运动学及动力学特征。
结果与结论：①时空参数(步频、双足支撑期、对侧足跟着地比、对侧足尖离地比、单足支撑期、步长、一
步时间、步宽、步幅、步行周期、步速)：2 组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角度：试验组膝关节
屈曲角度峰值、内翻角度峰值、冠状面上最大活动范围均减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③角速度和角加速度：试验组膝关节角速度峰值、角速度平均值、角加速度峰值、角加速度平均值均减小，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④力矩：试验组膝关节伸展力矩峰值减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⑤地面反力：试验组 Y 轴和 Z 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减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 < 0.05)；⑥结果表明，试验组患者和正常人在平地步行中时空参数没有明显差别，提示人
工膝关节置换是改善下肢步行功能极为重要的治疗方法。但是结果也显示置换后患者假体关节存在一些运动
和运动力学的异常，膝关节的生物力学没有完全达到正常水平，这些变化是人工膝关节置换后的运动生物力
学特征，可能是影响患者长期疗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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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gait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after knee arthroplasty
Huang Ping1, Chen Bo1, Liu Zhihong1, Xu Ping2 (1Shanghai Institute of Traumatology and Orthopedics, Shanghai Key Laboratory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one and Joint Diseases with Integrated Chinese-Western Medicine, Ruijin Hospit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25, China; 2Shangha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Shanghai 201318,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Gait of patients after knee arthroplasty has arisen much attention from physicians and researchers.
OBJECTIVE: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function and the biomechanical changes of knee joints after knee arthroplasty, and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so as to select the best treatment strategy and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METHODS: Twelve patients with knee arthritis undergoing bilateral knee arthroplasties (trial group) and 12 healthy individuals (control group)
were enrolled, and the gait test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British Vicon three-dimensional motion capture system. The walking ability and
three-dimensional kinematic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nee joint were analyzed with Polygon softwar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ime-space parameters (step frequency, bipedal support period, ratio of opposite heel to landing, ratio of
toes to off-site of the opposite side, single-foot support period, step length, step time, step width, stride, walking cycle, pac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 > 0.05). (2) The peak knee flexion angle, peak knee varus angle, and maximum motion range on the
coronal plan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tria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3) The peak value of angular
velocity, average angular velocity, peak angular acceleration, and average angular acceleration of the knee joint in the tri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4) The peak value of the extension torque of the knee joint in the tri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5) The peak ground reaction force in the Y-axis and Z-axis
directions in the tri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6)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ime-space parameters between trial and control groups during ground walking, indicating that knee arthroplasty is an
important treatme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ower limb walking function.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abnormalities in the motion and movement mechanics of the prosthetic joint after surgery. The biomechanics of the knee joint is not fully up to
normal level. These changes are the sport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knee arthroplasty, which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patients.
Subject headings: Arthroplasty, Replacement, Knee; Biomechanic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General Program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No. 201640190 and 201740165

0 引言 Introduction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人工膝关节置换指用生物相容性与机械性能良好的

1.1

设计

金属材料制成的一种类似人体骨关节的假体。用手术方法

1.2

时间及地点

将假体置换被疾病或损伤所破坏的关节面，其目的是切除

所运动功能测试室完成。

病灶、缓解疼痛、恢复关节的活动与原有的功能。适用于

1.3

各种原因引起的膝关节疼痛、畸形、行走不稳及严重影响

治的膝关节炎双膝关节置换后3个月至10年且可以独立步

工作生活，经过正规的保守治疗，不能改善的膝关节疾病，

行的患者12例作为试验组，其中男4例，女8例；年龄

主要包括退行性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骨关

56-75(67.67±4.85)岁；体质量38-105(67.00±19.17) kg；

节炎、血友病性关节炎、静息的感染性关节炎(包括关节

身高1.45-1.85(1.58±0.12) m。另外招募来自该院的12例

结核)、少数老年人的髌股关节炎、少数原发性或继发性

健康志愿者(工作人员)作为对照组。入选参试者的挑选由

骨软骨坏死性疾病、骨肿瘤等

[1-9]

病例-对照试验。

测试对象

于2 011至2016年在上海市伤骨科研究
2 011至2016年选择上海瑞金医院骨科收

。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一位固定的研究人员来进行。2组受试者在性别、年龄、体

可以得到明显提高，困扰患者多年的关节疼痛和活动能力

质量、身高等方面配备，具有可比性(P > 0.05)。受试者对

下降都得到明显改善，患者可以自行行走、外出、上下楼

试验均知情同意，试验经过上海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梯，满足患者生活和社交需求。手术前后关节功能评定主

并签字。

试验组纳入标准：①选择膝骨关节炎双膝关节置换后

要 普遍采用美国特 种 外 科医 院 膝 关 节 评 分标 准 进行评
定

[10-11]

。美国特种外科医院评分靠患者主诉症状和临床医

至少3个月患者；②术前患者的症状及影像学严重程度相

师的主观判断，缺少对患者行走功能的定量分析。而三维

当；③无术后并发症，随访恢复结果良好，能独立行走；

步态分析能够对人体行走时的步态和关节运动学、动力学

④无其他下肢疾病和手术史；⑤无严重的心肺和神经系统

进行观察分析，提供一系列时间、几何、力学等参数值和

疾病。

[12-16]

。作者采用

健康对照组纳入标准：①与试验组患者年龄、性别、

先进的英国Vicon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对膝关节炎双膝关节

身高、体质量相匹配；②身体健康，膝关节正常，不存在

置换后12例患者和健康志愿者12例进行步态测试分析，

下肢关节疾病；③听力、视觉、理解力无明显异常。

曲线,能够客观定量地评定人体步行功能

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肺脑疾病；②心理和精神异常；

以描述和反映膝关节置换后患者步行能力和肢体功能的
变化情况，通过生物力学方法评定手术疗效，以此提供科

③伴其他疾病不适合运动者。

学客观的理论依据，从而寻求最佳的手术方案和术后康复

1.4

方法。

统(该系统硬件主要包括红外线反光球、10台T40红外线摄

P.O. Box 10002,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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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头、信息转换控制器、计算机等)和2个美国AMTI-OR6-7
型三维测力台(测力台尺寸508 mm×464 mm)采集，处理、

对照组 12 例是与试验

对照组 12 例全部进入

运算测试数据。10台红外线摄像机(频率设为100 Hz)分别

组患者年龄、性别等相

结果分析，无脱落。

固定在实验室墙上，2个三维测力台纵行排列嵌入地表，测
力台上及周边均铺上薄垫，将测试范围的长、宽分别延长

匹配的健康志愿者。

纳入受
试者 24
例。

至9 m和0.9 m，让受试者有足够长的测试道，可以自然在
上面行走。用 Polygon软件进行一个步态周期的时空参数、
运动学、动力学参数分析。分析过程设定如下：

关节角度和关节力矩设定：①矢状面：膝关节屈曲为

试验组 12 例为膝关节炎

试验组 12 例全部进入

双膝关节置换后患者。

结果分析，无脱落。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e patient allocation

正(伸展为负)；②冠状面：膝关节内翻为正(外翻为负)；③
水平面：膝关节内旋为正(外旋为负)。

地板反力的方向设定：①X轴方向：为内外方向；②Y
轴方向：为前后方向；③Z轴方向：为垂直方向。
方法

1.5

测试前关好门窗，拉好窗帘，防止外界光线射

入，清除室内一切发光的物体，避免外来的发光点对采集
数据的干扰。调整室内温度25-28 ℃。然后进行整个测试
系统标定，标定后计算机中显示的红外摄像机应在安装的
空间位置上。受试者脱鞋袜，更换实验专用的紧身衣裤，
充分暴露双下肢和腰部，防止衣物对反光点遮挡。测量被

一般资料

2.2

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 1 两组受试者一般资料比较
(n=12)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_

_

_

组别

性别(男/女，n)

年龄(x±s，岁)

体质量(x±s，kg) 身高(x±s，m)

试验组

4/8

67.674.85

67.0019.17

1.580.12

对照组

3/9

63.256.58

64.8314.30

1.640.07

统计值

-0.432

-1.872

-0.314

1.358

P值

0.670

0.075

0.757

0.188

2.3

时空参数

测试者身高、体质量、下肢长度(即髂前上棘至内踝的长
度)、膝宽(即膝内外侧的宽度)、踝宽(内外踝之间的宽度)。
然后使用直径14 mm反射标记球进行体表标记。标记点固

2组受试者时空参数比较结果见表2。
_

的左右两侧髂前上棘；髂后上棘；大腿外侧下1/3处，略低

表 2 两组受试者自然步态下时空参数比较
(x±s，n=1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ime-space parameters in normal gait
between two groups

于手摆过的位置；膝外上髁；小腿外侧下1/3处；外踝顶点；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第二跖骨头；足后跟，与第二跖骨头标记同一高度。嘱被

步频(步/min)

101.2210.62

检查者抬头挺胸、眼睛平视前方，双足与双肩同宽，保持

双足支撑期(s)

0.250.04

对侧足跟着地比(%)

定部位按系统模块选择16个标记点，分别粘贴于被检查者

标准站立姿势，系统记录各标记点的空间测试原点，建立

t值

P值

103.8110.68

0.596

0.558

0.290.09

1.288

0.211

0.500.00

0.050.01

0.511

0.614
0.068

对侧足尖离地比(%)

0.100.01

0.120.02

1.921

静态模型。然后告诉被检查者按照平时习惯行走方式及速

单足支撑期(s)

0.480.06

0.450.03

-1.692 0.105

度在长9 m的步行地毯上直走，保证行走过程中每只脚分别

步长(m)

0.530.06

0.560.04

1.110

踏在一块测力台上，行走6次或6次以上。从动态采集中选取

一步时间(s)

0.600.07

0.590.07

-0.544 0.592

步宽(m)

0.140.05

0.130.04

-0.044 0.965

步幅(m)

1.060.13

1.120.08

1.333

步行周期(s)

1.200.14

1.170.14

-0.525 0.605

步速(m/s)

0.900.18

0.980.15

1.111

图像质量好，行走姿态自然，每人取3次行走，每次行走截
取测力台上的左右足各一个步态周期分析。然后将患者双下
肢平均数据与健康对照组双下肢平均数据进行比较。
主要观察指标

1.6

方向、前后方向、垂直方向)。
统计学分析

0.196

0.279

时空参数、膝关节角度、膝关节角速

度和角加速度、膝关节力矩、地面反作用力3个方向(内外
1.7

0.279

采用SPSS

表2显示，时空参数(步频、双足支撑期、对侧足跟着
地比、对侧足尖离地比、单足支撑期、步长、一步时间、

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研

_

步宽、步幅、步行周期、步速)，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究数据以x ±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均数t 检

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

验，P < 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为便于比对，所有

2.4

峰值都取绝对值。

运动角度峰值和最大活动范围比较结果见表3。

膝关节运动角度和最大活动范围

2组受试者膝关节

表3显示，试验组膝关节屈曲角度峰值和内翻角度峰值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减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冠状面
按意向性处理，纳入膝关节炎双膝

上试验组膝关节运动最大活动范围减小，与对照组比较差

关节置换后3个月至10年且可以独立步行的患者12例作为

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试验组，另外招募12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全部进入

2.5

结果分析，无脱落。流程见图1。

动角速度和角加速度比较结果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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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受试者膝关节角度峰值和最大活动范围比较(x±s，n=12，°)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peak angle and maximum motion
range of knee joint between two groups

表 6 两组受试者 3 个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比较 (x±s，n=12，N/kg)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e peak ground reaction force in three
dire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项目

屈曲角

50.697.16

57.617.39

2.331

0.029

伸展角

0.956.00

1.516.68

0.216

0.831

矢状面最大活动范围

49.749.98

56.105.72

1.918

0.068

内翻角

5.209.80

20.1414.24

2.995

0.007

外翻角

8.217.86

4.424.35

1.461

0.158

冠状面最大活动范围

13.416.35

24.5712.37

2.781

0.013

3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X 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0.490.12

0.480.11

-0.112

0.912

Y 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0.570.37

1.050.62

2.356

0.030

Z 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 10.130.44

10.590.58

2.192

0.039

讨论 Discussion
膝关节置换手术的评估

目前在膝关节假体置换评

内旋角

1.3510.84

1.168.06

-0.642

0.527

3.1

外旋角

11.638.33

18.619.48

-1.916

0.068

估中，大多采用关节评分系统，但因主观因素多，偏倚较

水平面最大活动范围

12.985.56

17.455.73

1.942

0.065

大，而影像学评估包括X射线、CT、MRI等是一个静态客
观评价，并不能了解膝关节运动学特征。另有研究发现，

_

表 4 两组受试者膝关节角速度和角加速度比较
(x±s，n=12)
Table 4 Comparison of angular velocity and angular accel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膝关节角速度

306.6469.97

377.5358.27

许多患者全膝关节置换后步态虽然逐渐恢复正常，但仍存
在膝周肌力失衡及膝关节负荷异常，这可能成为日后假体
机械性松动的危险因素之一[17-19]。故临床迫切需要一种客

t 值

P值

观、准确的功能评价方法，以描述和反映患者人工膝关节

2.697

0.013

置换手术后的肢体运动功能情况。三维步态分析是一种可
以定量分析人体运动特征的研究方法，随着光、电测量技

峰值(rad/s)
膝关节角速度

115.4428.74

146.7724.57

2.871

0.009

3 926.071 331.85

5 214.711 333.47

2.369

0.027

1 619.42520.84

2 245.10636.28

2.383

0.026

平均值(rad/s)
膝关节角加速度

术及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一方法已沿着多指标、
多领域的评价综合系统方向发展。
此次研究运用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在人体体表粘贴16

2

峰值(rad/s )
膝关节角加速度
平均值(rad/s2)

个红外反射标记点，利用10镜头红外感应装置捕捉反射红
外信号来记录运动时标记点的运动数据，以此获得膝关节
置换术后患者行走时的三维运动客观性数据，可以更为准

表4显示，试验组膝关节角速度峰值、膝关节角速度平

确的了解膝关节的生物力学变化，进而探索最佳的治疗手

均值、膝关节角加速度峰值、膝关节角加速度平均值均减

段和手术后的康复方法[20]。

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3.2

2.6

膝关节力矩

2组受试者膝关节力矩峰值比较结果见

表5。

时空参数

张曼等[21]报道，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步行速

度、步长均比正常人明显减小，支撑相所用时间，支撑相
在整个步态周期里所占百分比正常人明显延长。邢宝瑞
等[22]也研究得出，膝骨性关节炎患者手术前步长短、步幅

_

表 5 两组受试者膝关节力矩峰值比较
[x±s，n=12，(N·mm)/kg]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peak torque of knee joint between two
groups

小、步频少，膝关节置换手术后患者的步长、步幅、步频
均有所增加。本研究结果显示：时空参数(步频、双足支撑
期、跛行指数、对侧足跟着地比、对侧足尖离地比、单足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值

屈曲力矩

229.11111.63

299.76198.25

1.076

0.294

伸展力矩

299.50143.54

453.61190.29

-2.240

0.036

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说明随

内翻力矩

380.97116.56

436.79111.20

1.200

0.243

着医疗技术和科研水平的不断进步，人工膝关节置换后3

外翻力矩

63.9838.29

46.4925.80

1.312

0.203

个月至10年的患者平地步行过程中，双下肢交替循环迈步，

内旋力矩

131.7444.77

153.8768.58

0.936

0.359

相互协调适应，具有较好的步态对称性，人工膝关节置换

外旋力矩

9.283.67

14.268.80

-1.811

0.091

支撑期、步长、一步时间、步宽、步幅、步行周期、步速)，

后步态基本恢复正常，说明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对下肢步
行功能的改善是越来越完好、越来越重要的治疗方法。

表5显示，试验组膝关节伸展力矩峰值减小，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2.7

地面反作用力

2组受试者3个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

值比较结果见表6。

运动学参数

此次研究试验组膝关节屈曲角度峰值

和内翻角度峰值减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冠状面上试验组患者膝关节最大活动范围减
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这说明可

表6显示，试验组Y轴和Z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峰值减
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P.O. Box 10002, Sh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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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于：①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股骨及相对应的
胫骨平台解剖结构发生了变化，术后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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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步态；②假体关节与正常的膝关节还是存在一些差

矩、外翻力矩、内旋力矩、外旋力矩、左右方向地板反力)，

异，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膝关节活动有一定的限制；

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人工膝

③患者害怕假体关节松动、脱位，不敢最大限度的进行膝

关节置换后，膝关节的运动力学接近于正常，

关节屈曲、内翻等活动；④或者是患者减少膝关节屈曲角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人工膝关节置换后，膝关

度和内翻角度，来适应新的动态稳定模式，从而获得整体

节的运动力学参数接近于正常，但没有全部恢复到正常人

稳定的步行模式。因此人工膝关节置换后患者膝关节屈曲、

群标准。

内翻、冠状面最大活动范围减小。此次结果与一些文献报

3.5

道基本一致

[23-25]

。

结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提示，此次研究中发现试

验组患者和正常人在平地步行中时空参数没有明显差别，

另外试验组膝关节角速度峰值、角速度平均值、角加

提示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对下肢步行功能的改善是极为重

速度峰值、角加速度平均值均减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要的。但是此次研究结果也显示手术后患者存在假体关节

显著性意义(P < 0.05)。进一步说明膝关节置换后患者膝关

一些运动和运动力学的异常，膝关节的生物力学没有完全

节的运动能力有一定限制。

达到正常水平，这些变化是人工膝关节置换后的运动生物

其他的一些运动学指标(伸展角、矢状面最大活动范

力学特征，对患者日常活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造成潜在的

围、外翻角、内旋角、外旋角、水平面最大活动范围)，试

不良影响，可能也是影响患者长期疗效的重要因素。分析

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说明膝关

这些因素，设计并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使人工膝关节置

节置换后患者膝关节的运动学指标大部分恢复到正常人水

换在治疗患者方面更加完美。所以通过三维步态分析对膝

平。

关节置换患者进行功能量化评价，可以更为准确地了解术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人工膝关节置换后，膝关

后膝关节的生物力学变化，比较与正常人群的差异，从而

节的运动学指标大部分恢复到正常人水平，但与正常人还

寻求最佳的手术方案，也是康复功能训练要解决的针对性

有一些差距。

问题。

动力学参数

3.4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膝关节伸直力矩峰值
减小，与正常人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2组比
较膝关节的伸直角度虽无统计学差异，但试验组患者膝关
节伸直角度也较对照组减小。根据膝伸直力矩的大小取决
于膝伸肌肌力和伸直力臂2个因素，这表明可能是：①患者
因顾虑膝关节假体的脱位不敢大幅度用力伸膝，从而减小
了伸膝肌主动和(或)抗阻收缩。久而久之，导致伸膝肌的
废用、收缩力减弱；②由于患者术后常规日常活动指导中
会强调并交待患者限制膝伸直角度，膝伸直角度减小，则
膝伸直力矩会相应减小。人体在步行运动过程中，下肢关
节通过协同作用共同驱动人体向前方向的摆动，若膝关节
伸展力矩减弱，则会减少相应关节驱动下肢的能力[26]。另
外人行走中，膝关节伸膝接近终点时(大约屈曲20°)，膝关
节的继续伸展伴随着股骨髁相对于胫骨平台的内旋，至膝
关节完全伸直，这种伸屈与轴向旋转必不可少的复合称为
“伸直锁定”。“伸直锁定”后的膝关节能够获得充分的稳
定，这对于长期有效的站立行走有着十分重要的生物力学
意义[27]。如果人工膝关节置换后，膝关节不能完全伸直，
则会影响患者长期有效的站立行走。

此次测试还得出：试验组前后方向和垂直方向地面反
作用力峰值减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这可能是膝关节置换后膝关节周围肌肉存在功能不
足导致，肌肉是人运动的原动力，如果膝关节置换后膝关
节周围肌肉的功能没有恢复正常，则行走过程中肌肉动力
就会减弱，进而导致地面反作用力较小[28-30]。
其他的大部分运动力学指标(屈曲力矩、力矩、内翻力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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