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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激振频率振动作用下人体腰椎动态特性的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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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孔弹性人体腰椎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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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结果：
(1)随着振动频率升高，轴向
有效应力与径向位移增
大、孔压减小，当振动频
率足够高时，参数数值随
振频继续升高已变化不
大；
(2)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车辆
行驶所引发的振动频率
越高，对腰椎损伤程度越
大。

观察指标：
(1) 不 同 激 振 频 率 对
腰 椎 盘 轴向 有 效
应力的影响；
(2) 不 同 激 振 频 率 对
腰椎盘径向位移
的影响；
(3) 不 同 激 振 频 率 对
腰椎盘孔压的影
响。

方法：
模拟车辆低频振动，分别
施加激振频率为 1，3，5，
7，9 Hz 的振动载荷。

文题释义：
腰椎振动损伤：长期处于振动环境对人体腰椎组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低频振动的长期作用，也可
导致腰椎退变。在众多振动环境中，汽车正常行驶所产生的低频振动已成为引起腰椎损伤退变的一个重要诱
因。随着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驾车时间日趋增长，驾驶员由于长期处在车辆低频振动环境下，发生腰椎退
变的风险大幅增加。
多孔弹性材料力学性能：腰椎由两相材料构成，分别为固体相与饱和多孔流体相，其各自代表不同的力学性
能。常用腰间盘所受轴向有效应力与位移、应变表达腰椎固体材料力学性能，用腰间盘髓核孔压表达腰椎多
孔材料力学性能。综合此两相材料力学参数特性，观测确定腰椎力学性能的变化。

摘要
背景：长期暴露在车辆低频振动环境中将对人体腰椎健康产生影响，而关于低频振动载荷对人体腰椎力学性
能的影响机制却未被深入研究。
目的：通过进行动态有限元仿真分析，探究不同振动频率对人体腰椎力学性能的影响机制。
方法：建立带有三维实体韧带的 L2-L3 节段多孔弹性人体腰椎有限元模型，进行与时间相关的动态仿真分析，
观测车辆正常行驶所引起的不同振动频率对腰椎力学性能的影响。
结果与结论：①相同振动时间作用下，相比动态载荷，静态载荷引起相对小的应力与位移；②随着振动频率
升高，腰间盘轴向有效应力与径向位移逐渐增大，髓核孔压逐渐减小；③当振动频率足够高时，参数数值随
振频继续升高变化不大；④提示应力与位移过大及孔压消散过快均不利于腰椎的受力与性能恢复。因此，静
态载荷对腰椎力学性能影响相对较小；共振频率振动对腰椎力学性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在一定频率范围
内，车辆行驶所引发的振动频率越高，对驾驶员腰椎的损伤程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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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the low-frequency vibration generated by vehicle driving effects on the human lumbar
spine: a dynamic simu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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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Chronically exposing to the low-frequency vibration environment generated by vehicle driving will impair human lumbar
spine. However, littler is reported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low-frequency vibration effects on the human lumbar mechanical
propertie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effects on the human lumbar spine through dynamic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S: A poroelastic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human L2-L3 was established to perform time-dependent dynamic simulation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generated by normal driving of the vehicle on the human lumbar mechanical propertie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static load caused less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values than the dynamic load at the same vibrational
time. (2) With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increasing, the axial effective stress and radial displacement in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were increased,
whereas the pore pressure in the nucleus pulposus was decreased. (3) When the vibration frequency reached a certain degree, the numerical
fluctuation magnitude of the lumbar mechanical parameters was not changed continuously with increasing vibration frequency. (4)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and dissipation in the pore pressure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bearing
and performance recovery of human lumbar spine. Therefore, static load causes slight influence on spin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Vibration at
the resonant frequency generates the most serious injury to the human lumbar spine. Relatively high vibration frequency generated by the
vehicle driving is more detrimental to the lumbar spine health within a certain frequency range.
Subject headings: Lumbar Vertebra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Vibration;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lin Province, No. JJKH20180560KJ; the Open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utomotive Simulation and Control, No. 20171114

0 引言 Introduction

少有关于振动载荷对腰椎性能影响的研究，即使加载振动

研究表明，长期处于振动环境中对人体腰椎组织有着

载荷，也由于所建立模型未考虑腰椎多孔特性而无法观测

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低频小幅值振动的长期作用，也

其内部流体力学响应随振动时间的变化关系，难以确定不

会引发腰间盘的微损伤累计[1-2]。特别是当外界激振频率与

同振动环境对腰椎力学性能的影响[14-16]。

腰椎固有频率接近时，更会增大腰间盘组织的变形与受力，
[3]

因此，文章拟基于健康人体腰椎扫描影像，依据腰椎

加剧损伤程度 。而在众多振动环境中，汽车正常行驶所

实际解剖结构，建立带有三维实体韧带的L2-L3节段多孔弹

产生的低频振动已成为引起腰椎损伤退变的一个重要诱

性腰椎有限元模型进行振动仿真分析，拟探讨车辆正常行

因。随着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驾车时间日趋增长，驾驶

驶产生的不同振动频率对腰椎力学性能参数的影响规律，

员由于长期处在车辆低频振动环境下，发生腰椎损伤与退

并在不同振动时间内对腰椎力学性能参数的变化进行统计

变的风险大幅增加，尤其在货车、农业机械，及工程机械

分析，解析力学参数变化的内在原因，找到对人体腰椎损

的驾驶员中，腰椎损伤发生率居高不下

[4-5]

。

为避免车辆振动所致的腰椎损伤，首先应揭示车辆正

伤较大的振动频率，进而揭示不同振动频率对人体腰椎力
学性能的影响机制。

常行驶过程中经常产生的低频振动环境对腰椎力学性能的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影响机制。由于腰椎力学特性同时涉及其内部固体与流体

1

力学性能，而且不同节段椎体之间的载荷传递又在内部进

1.1

行，通过实验难以测得腰椎力学参数在振动载荷作用下的

分析。

数值，但有限元分析却可作为一种有效替代方法，通过建

1.2

立腰椎有限元模型并模拟振动环境，揭示腰椎力学参数在

院完成。

不同载荷作用下的变化情况

[6-8]

。

1.3

当前所应用的腰椎有限元模型多是基于影像建立椎体

设计

与振动时间相关的多孔渗流-应力耦合有限元

时间及地点
对象

实验于2015年4月在吉林大学第二医

健康男性志愿者，年龄32岁，身高170 cm，

体质量70 kg，无明显腰椎退行性疾病及外伤史。

骨结构与腰间盘，而对于韧带与小关节等结构，一部分模

1.4

型尚未考虑，一部分采用一维单元，如弹簧、杆单元等代

Materialise 公 司 ) ； 腰 椎 几 何 模 型 建 立 软 件 ： CATIAV5

替[9-11]。韧带组织虽承载能力有限，但在增加腰椎稳定性及

R21(美国达索SIMULIA公司)；有限元分析软件：ABAQUS

缓冲振动等方面却有较大作用，省略或简化韧带结构，将

6.11 (美国 达索SIMULIA公司)。

直接影响动态分析精度

[12-13]

。同时，多数研究应用腰椎有

1.5

建模软件

CT数据处理软件：MIMICS 10.01(比利时

方法

限元模型进行准静态加载条件下的力学性能分析，较为关

1.5.1

注在不同姿势或不同负重状态下，人体腰椎的静力学响应，

软件重构腰椎L2-L3 节段二维外表面，通过有限元软件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腰椎有限元模型建立

将影像导入MIMICS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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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QUS 6.11应用四面体单元将二维表面转换为三维实

材料参数。依据文献设定韧带、小关节与纤维环只具有固

体有限元模型。模型中的多数几何信息来源于影像，而对

体材料属性，其余结构均用两相材料模拟，包括固体相与

于无法显影的软组织结构，如韧带与小关节，则参考其在

完全饱和的流体相。椎体骨结构的固体相应用线弹性材料

人体腰椎中的解剖位置与实际形状，结合MIMICS软件的布

模拟，腰间盘基质与髓核的固体相应用Neo-Hookean超弹

尔运算功能，利用CATIA V5 R21软件进行几何模型重建与

性材料模拟，韧带与小关节的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以及8

装配，具体建立了前纵韧带、后纵韧带、横突间韧带、黄

层纤维环的弹性模量均从实验文献中获得。所有结构赋予

韧带、棘间韧带、棘上韧带，形状与装配位置如图1A所示。

的流体相材料参数均基于文献选取，具体材料参数选取如

腰间盘包括间盘基质、髓核与纤维环，其中8层圆环状的纤

表1所示。

维环均匀分布在间盘基质中

[6，17]

。带有三维实体韧带的腰

椎有限元模型如图1B所示。

1.5.3

边界条件与载荷施加

为模拟驾车时驾驶员腰椎

L2-L3节段的边界条件，首先约束L3节段下表面的全部自由
度，将小关节与椎体骨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设定为无摩擦

A

B

的接触关系，其余所有接触关系设置为绑定连接，同时对
有限元模型所有外表面施加0.2 MPa的边界孔压[23-24]。文
章旨在探讨车辆正常行驶时产生的不同低频振动对腰椎力
学性能的影响，需选取不同振动频率。依据文献所述，良
好铺装路面驾车时，车辆振动传递至人体腰椎的激振频率
主要分布在1-10 Hz范围内[25-26]。因此，此文分别设定1，
3，5，7，9 Hz 5种不同振动频率，同时振动时间设置为1 h，

图 1 人体腰椎有限元模型建立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stablishing the human lumbar
spine finite element model
图注：图 A 为腰椎几何模型：1 为前纵韧带，2 为后纵韧带，3 为横
突间韧带，4 为黄韧带，5 为棘间韧带，6 为棘上韧带；B 为腰椎有
限元模型：1 为间盘基质，2 为间盘髓核，3 为纤维环。

以模拟连续驾车1 h腰椎的力学响应。依据文献所述，体质
量70 kg的男性相对放松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时，其腰椎
L2-L3节段所受静态压力约为750 N[27-28]。因此设定腰椎有
限元模型所受静态载荷为750 N，振幅范围为静态压力的
±10%，振动载荷呈正弦周期变化[29-30]。
1.6

腰椎材料属性

1.5.2

文章拟对腰椎有限元模型进行多

孔渗流-应力耦合有限元分析，需分别赋予腰椎固体与流体

主要观察指标

通过对人体腰椎有限元模型进行动

态有限元仿真分析，观测腰间盘所受轴向有效应力、径向
位移，与孔压在1 h振动时间内的数值变化。

表 1 多孔弹性腰椎有限元模型材料属性
Table 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poroelastic lumbar finite element model
组织成分

固体材料属性
弹性模量(MPa)

流体材料属性
渗透系数(m4/N•s)

泊松比

-13

参考文献
孔隙比

松质骨

线弹性材料

100

0.2

1×10

0.4

[9，18]

皮质骨

线弹性材料

10 000

0.3

1×10-20

0.02

[9，18]

纤维环

线弹性材料

357-550

0.3

间盘基质

超弹性材料

Neo-Hookean

C10=0.315，D=0.688

9×10-16

2.33

[18，20-21]

髓核

超弹性材料

Neo-Hookean

C10=0.125，D=2.475

3×10-16

4

[18，20-21]

韧带与小关节

超弹性材料

实验拟合

2

结果 Results

2.1

腰椎有限元模型验证

[22]

立模型预测得出椎体骨结构在各个位置的应变值也与实验
为验证所建立腰椎有限元模

型的准确性，需与文献中腰椎压缩实验数据进行对比。通
过模拟实验加载条件，对腰椎有限元模型施加30 min、
1 000 N的轴向压力，预测椎体骨结构产生的应变值[31]。文
献中腰椎压缩实验测得椎体前、中、后部区域在弹性阶段
的应变分别为0.694%，0.301%和0.388%，在蠕变阶段的
应变分别为0.433%，0.163%和0.614%，说明椎体前部变
形最大，中部最小。如图2所示，腰椎有限元模型的仿真应
变云图也同样显示椎体骨结构前部区域应变较大，中部较
小，而且如表2所示，在30 min压缩载荷作用下，该文所建
5650

[19]

值较为接近，验证了所建立腰椎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
图 2 腰椎有限元模型椎体
骨结构应变云图
Figure 2 Nephogram of
strain on the vertebral body
of lumbar finite element
model
图注：30 min 压缩载荷作用
下，腰椎有限元模型的仿真应
变云图显示椎体骨结构前部
区域应变较大，中部区域变化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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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压缩载荷作用下椎体骨结构在不同区域的弹性与蠕变应变预测
值
(%)
Table 2 Predicted elastic and creep strai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lumbar finite element model under compression
节段

椎体前部

椎体中部

椎体后部

弹性阶段应变

0.689

0.301

0.377

蠕变阶段应变

0.497

0.256

0.486

半段均大于5 Hz，并且二者产生的应力值在后半段的数值
变化也基本呈现稳定的周期变换状态。
2.3

图4显示了

化情况。

L2 节段

0.60

0.45

弹性阶段应变

0.671

0.294

0.364

蠕变阶段应变

0.485

0.233

0.473

径向位移(mm)

L3 节段

2.2

不同振动频率对腰间盘径向位移的影响

不同振动频率作用下腰间盘径向最大位移随振动时间的变

不同振动频率对腰间盘轴向有效应力的影响

轴向

有效应力是指由多孔结构中固体骨架所承载的外部轴向(Z

0.30

0.15

0

轴)压力。图3显示了不同振动频率作用下腰间盘所受平均

0

900

0

900

1 800
时间(s)

2 700

3 600

1 800

2 700

3 600

0.60

轴向有效应力随加载时间的变化情况(平均轴向有效应力
指腰间盘所有单元产生的轴向有效应力总和除以腰间盘单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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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振动频率对腰间盘径向位移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on the radical
displacement of intervertebral disc
图注：横轴为振动时间，纵轴表述了 1 h 内激振频率分别为 0，1，3，
5，7，9 Hz 振动作用下，腰间盘所产生径向最大位移的数值变化。

0

在加载起始阶段，各位移曲线均呈线性上升状态，短
轴向有效应力(MPa)

-0.04

时间内达到较高值，随后上升趋势变缓。在加载前半段，
不同频率振动所致径向位移曲线均呈周期循环变化，而且

-0.08

位移峰值相差较小。在加载后半段，1 Hz振动作用下径向
最大位移未继续呈周期循环变化；5 Hz振动作用下，径向

-0.12

位移虽仍呈周期循环变化，但曲线波峰波谷数值差异逐渐
-0.16
0

900

1 800
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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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有趋于稳定的趋势；相反，3 Hz振动产生的曲线变
化周期长，数值变换幅度大，且位移峰值明显大于其他振

图 3 不同振动频率对腰间盘轴向有效应力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on the axial
effective stress in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图注：横轴为振动时间，纵轴表述了 1 h 内激振频率分别为 0，1，3，
5，7，9 Hz 振动作用下，腰间盘所受轴向有效应力的数值变化。

首先可以看出，不同频率振动下轴向有效应力均随加

动频率所产生的位移；7 Hz与9 Hz振动在加载初期数值的
变化周期较小，随着加载时间增长，位移曲线逐渐呈现一
种稳定状态，即在加载后期，不同周期下位移的最大值与
最小值基本保持不变。
2.4

不同振动频率对髓核孔压的影响

孔压指在多孔结

载时间逐渐增大，但增幅不同。相比动态载荷，静态载荷

构中由于体液交换引起压差所产生的一种能够抵抗外部压

产生的应力明显偏小，且随时间增长幅度也较小；1 Hz振

力的压强。孔压与有效应力共同组成了多孔结构在外部载

动产生的轴向有效应力在加载前期数值变化频率较快，在

荷作用下所承载的应力总和。图5显示了髓核平均孔压在不

后半段逐渐呈线性稳定趋势；3 Hz振动产生的轴向有效应

同振动频率作用下的变化(髓核平均孔压指髓核所有单元

力在加载后半程明显大于其他振动频率，且与其他振动频

产生的孔压总和除以髓核单元总数)。首先可以看出不同载

率产生的应力差值随时间增长有扩大趋势；7 Hz与9 Hz的

荷作用下，孔压在加载起始阶段达到峰值，而后随加载时

振动规律较为相似，轴向有效应力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在后

间增长逐渐消散。静态载荷作用下孔压峰值最大，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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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最小，加载结束时孔压值最高；1 Hz振动作用下髓核

出稳定状态(图3-5)。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3 Hz

孔压数值在前期变化频率较快，后期呈稳定趋势；3 Hz振

振动频率与此文所建立腰椎有限元模型的固有频率过于

动的孔压曲线与其他振动有显著差异，虽也呈现周期变化，

相近，发生了共振现象。3 Hz振动下的力学参数曲线虽

但每个周期内孔压数值变化大，且随周期变化孔压下降幅

也呈周期变化，但数值变化周期与变化幅值均较大，在

度也较大，与其他频率作用下的孔压差值有逐渐扩大的趋

1 h内仅出现2次周期变化，第1个周期波峰的轴向有效应

势；7 Hz与9 Hz振动所致的孔压变化情况基本相同，二者

力与孔压数值为-0.114 MPa与0.294 MPa，第2个周期波

在初期引起的孔压最高值与孔压下降程度也基本一致，同

峰 的 数 值 为 -0.124 MPa 与 0.228 MPa ， 分 别 变 化 了

时二者的孔压最小值均 < 5 Hz振动所产生的孔压值。

8.772%与22.449%，不同周期的数值变化幅度明显大于
其他振动频率，进而造成腰间盘轴向有效应力与径向最

0.48

大位移过大、髓核孔压下降过快。因此，车辆正常行驶所
产生的共振频率对人体腰椎力学性能的负面影响最大。依

孔压(MPa)

0.36

据文献所述，人体腰椎结构的固有频率主要集中在2-4 Hz
范围内，这与该文所预测的腰椎固有频率相符[35-36]。既解

0.24

释了3 Hz振动与其他振动频率变化规律不同的原因，也进
一步验证了此文所建立腰椎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

0.12

排除共振频率，其他振动频率对腰椎力学性能的影
响情况也各有不同。对于1 Hz振动，由于振动频率低、

0
0

900

1 800

2 700

3 600

时间(s)

载荷幅值变化周期长，在加载后半段参数逐渐达到线性
稳定状态。5 Hz振动的力学参数曲线虽与1 Hz曲线在形

0.48

状上有所差别，但二者的振动规律在本质上并无过大差
异。由于振动频率稍高，加载初期参数数值周期变换较

孔压(MPa)

0.36

为明显，在加载后半段随着腰椎多孔结构对低频振动的
吸收与阻尼能力适应性加强，致使其振动特性逐渐减弱，

0.24

力学参数也逐渐趋于静态载荷的线性变化。对于7 Hz与
9 Hz振动，二者振动特点相似，但与其他振动频率有明

0.12

显差异。在加载初期，力学参数数值周期变化频繁，波
0

0

900

1 800
时间(s)

2 700

3 600

峰波谷幅值大。在加载后期，由于振动频率较高，腰椎
多孔结构无法及时吸收变化周期过小的动态载荷，导致

图 5 不同振动频率对髓核孔压的影响
Figur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vibration frequencies on the pore
pressure of the nucleus
图注：横轴为振动时间，纵轴表述了 1 h 内激振频率分别为 0，1，3，
5，7，9 Hz 的振动作用下，腰间盘髓核孔压的数值变化。

后期力学参数曲线一直呈现稳定的简谐周期变化现象，
并引起了相对高的轴向有效应力与径向位移。同时由于
振动频率高，髓核内大量体液被高频振动泵送出去，导
致孔压下降过快，所以相比静态与低频振动，7 Hz与9 Hz
振动对腰椎力学性能的影响较大。虽然二者振动频率不

3

讨论 Discussion

同导致参数数值变换周期有所差异，但在加载后期，2种

随着汽车保有量增加，人们驾车时间大幅增长，调

频率振动下3种力学参数的峰值在不同周期内却无过大

查显示车辆正常行驶所产生的低频振动长期作用可导致

差异，这说明7 Hz与9 Hz两种振动频率对腰椎的损伤程

腰椎损伤退变，进而引发下腰痛

[32-34]

。目前虽已明确低

频振动有损腰椎健康，但尚不清楚实际驾车过程中不同

度类似，腰椎力学参数数值并未随振动频率继续升高而
一直发生大的变化。

载荷在不同振动时间内对腰椎力学性能的影响机制。基

综合分析可知：在相同振幅与振动时间作用下，除

于此，文章通过对健康人体腰椎有限元模型进行与振动

去3 Hz共振频率，振动频率升高会引起腰间盘平均轴向

时间相关的多孔渗流-应力耦合有限元分析，探讨了车辆

有效应力与径向最大位移增大、髓核平均孔压消散过快。

正常行驶产生的不同振动频率在1 h振动时间内对腰椎力

依据文献所述，长时间承受较高轴向有效应力将增大腰

学性能的影响情况。

间盘轴向变形，增加间盘基质与纤维环的承载幅度；腰

综合仿真结果，首先可以看出3 Hz振动与其他频率

间盘径向膨出过大将导致纤维环发生严重径向变形，增

振动效果完全不同。相同振动时间内，该频率振动所产

大压缩应变，使纤维环进一步受损；髓核孔压有助于抵

生的应力与位移值明显大于、孔压值明显小于其他振动

抗外载，如内部孔压消散过快，那么大部分外载将由髓

频率，而且3种力学参数的振动曲线也未在加载后期呈现

核固体骨架承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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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3种情况共同影响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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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相比动态载荷，静态载荷对腰椎力学性能影
响及损伤较小，进一步说明车辆低频振动更加不利于腰

知情同意。

写作指南：该研究遵守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学术研究实验
与报告和医学期刊编辑与发表的推荐规范》。

椎的受力与性能恢复，所以即使长时间行驶在良好铺装
路面上，久之也会对腰椎产生一系列损伤。随着振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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