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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爆裂骨折骨碎片撞击速度对颈髓
损伤的有限元生物力学研究

段硕 朱震奇 王凯丰 刘辰君徐帅 夏威威 刘海鹰

【摘要】 目的建立带有脑脊液的颈脊髓三维有限元模型，利用生物力学有限元方法研究爆裂

骨折时骨碎片不同撞击速度对脊髓造成损伤的机制。方法根据人体颈椎各节段的脊髓的形态学特

点，利用Spaceclaim 18．0、Hypermesh 13．0及ABAQUS 6．14软件，重建包括硬膜、脑脊液、灰质及白质

的c：一c，节段颈髓三维六面体网格有限元模型，并进行有效性验证。在已验证的颈脊髓模型上，分

别用3个横截面积分别为314、157和78．5 mm2但质量均为7 g的打击器模拟椎体爆裂骨折骨碎片，

分别以1．5、2．5—6．0 m／s的速度撞击脊髓，记录和比较脊髓横截面积减少量及脊髓内部受到的最大

应力，研究脊髓损伤机制。结果建立的颈脊髓有限元模型几何相似性好，颈脊髓模型在3个打击器

分别以4．5 m／s撞击时，全脊髓压缩量为37．1％一51．3％，单纯脊髓压缩量为36．3％一40．5％，到达

最大压缩量所需时间为2．3～3．0 ms，与文献结果类似，证明脊髓模型有效。无论作用面积大小，脊髓

横截面积减少及脊髓内部应力随着撞击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当三个打击器以1．5 m／s撞击颈髓时，

其内部应力为5～7 kPa，脊髓横截面积减少9．3％一12．3％；3．5 m／s时应力为42～54 kPa，脊髓横截

面积减少均超过30％；撞击速度>3．5 m／s时，脊髓内部应力明显增加，4．5 m／s时增加速度最快。速

度为6．0 m／s时脊髓应力为250～320 kPa，脊髓横截面积减少超过50％。结论颈脊髓有限元生物

力学研究可对爆裂骨折骨碎片不同撞击速度造成脊髓损伤的力学机制进行分析，当骨折块撞击速度

超过3．5 rn／s时，其颈脊髓内部应力开始明显升高，横截面积减少超过30％，可能造成脊髓损伤。

【关键词】颈髓损伤；有限元分析；生物力学；爆裂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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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al(3 D)finite element(FE)model of the

whole cervical spinal cord(WSCS)and explore the biomechanical behaviors of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related to different bone fragment impact velocities by FE analysis．Methods A 3 D FE model of WCSC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 data of each segment of the human cervical cord．The reconstruction

structures．which included the dura mater。the cerebrospinal fluid，the gray and white matter in the C，to C1

cervical vertebrae．were validated．On the validated WCSC model，three kinds of pellets with same mass

(7 g)but different impact areas(314，157 and 78．5 mm2)were created to represent the bone

fragments．These were positio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spinal cord to impact at various initial velocities．The

maximum of VOfl Mises stress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cross．sectional area(CSA)of the spinal cord were

measured from each impact．Results The compression
of WCSC(percentage)and the time to reach

maximum compression were similar with the results reported in literatures．indica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Regardless of the impact areas of the pellet．the maximum of von Mises stress and the reduction of

CSA of the spinal cord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d velocity．The maximum of von Mises stress was 5．0—

7．0 kPa at a pellet velocity of 1．5 m／s．and the reduction of CSA was 9．3％一12．3％．At a velocity of3．5

m／s．the maximum of yon Mises stress was 42—54 kPa and the reduction of CSA was over 30％．The stress

DOI：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8．1 1．009

作者单位：100044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

通信作者：刘海鹰，Email：liu—haiying@263．net

837·

．临床研究．

万方数据



生堡医堂苤盍!Q!!生!旦垫旦筮!!鲞筮!!期盟!!!丛鲤』￡也塑：丛!出!Q：!Q!!，!!!：!!，塑!：!!

of the spinal cor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n pellet velocity exceeded 3．5 m／s．and the fastest increase was

recorded at 4．5 m／s．The von Mises stress of the spinal cord ranged between 240 and 320 kPa at a velocity of

6．0 m／s．and CSA decreased by more than 50％．Conclusion The 3 D FE model of WSCS could provide

more insights on the biomechanical mechanisms of spinal cord injury through val30us bone fragment impacts

in burst fracture．When the impact velocity of the bone fragment exceeds 3．5 m／s．the maximum stre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and the reduction of CSA of the spinal COrd iS over 30％．and this could possibly lcad

to the contusion injury of the spinal cord．

【Key words】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 Finite element model； Biomechanics； Burst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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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是一种严重

致残性疾病，据统计外伤患者中因椎体爆裂骨折造

成SCI的风险为15．O％～64．9％【1-3]。爆裂骨折造

成的SCI与椎管狭窄程度、椎管矢状径、椎管面积等

相关，当脊髓横截面积减小超过30％时可出现神经

功能损害，超过40％时可引起严重的脊髓功能障

碍¨．4引。但SCI很难依据影像学对其损伤机制解释

说明E5-6]。从生物力学角度看，SCI引起的神经功能

障碍与脊髓内部应力大小及分布相关"剖。由于体

外试验无法准确测量脊髓内部应力变化，有学者依

据有限元进行SCI生物力学分析。但目前关于脊髓

有限元的研究中，模型多依据动物脊髓外形建立，且

多数模型未重建脑脊液及硬膜，但脑脊液对脊髓有

保护作用，且不同脑脊液厚度对于脊髓的保护程度

不同∽J。因此，本研究依据人体颈髓各节段结构特

点重建颈髓三维有限元模型，并重建硬膜及脑脊液，

利用有限元方法研究椎体爆裂骨折时骨碎片不同撞

击速度作用于颈髓造成SCI的生物力学机制。

对象与方法

一、试验数据获取及模型建立

脊髓结构包括灰质、白质、脑脊液、硬脊膜等，由

于颈椎CT、MRI对于脊髓的灰质、白质等分辨率较

差，本文参考文献报道的人体脊髓横断面数据及结

构特点(表1)，利用Spaceclaim 18．0软件对C2一C，

节段脊髓进行重建¨0‘11J。本研究颈髓模型结构包

括：灰质、白质、脑脊液及硬脑膜等，参考相关文献设

定硬脑膜与脊髓距离为1．5—2．5 mm，硬膜厚度为

0．5 mm[4。2|。对重建的脊髓实体模型采用计算机辅

助工程软件Hypermesh 13．0进行网格划分，将模型

中灰质、白质的网格划分为六面体单元，单元类型为

C3D8R，硬脑膜设为壳单元，模型共有54 571个结

点和53 843个单元。模型中打击器与硬膜的接触

设为滑动摩擦，摩擦系数为0．1【12]，脑脊液与硬膜、

脊髓之间采用欧拉体相互耦合并用ABAQUS 6．14／

Explicit软件(美国ABAQUS公司)分析。依据以往

文献对于脊髓的生物力学研究，对脊髓灰质、白质采

用非线性超弹性材料，硬膜采用弹性材料，脑脊液采

用欧拉体，具体材料属性如表2所示∞’12 o(图1)。

二、载荷、边界条件及模型有效性验证

约束颈髓模型近、远端截面及后壁作为边界条

件，使用3个质量均为7 g，但作用面不同的三个打

击器(PELLETl：受力面半径为10 mm，面积为

314 mm2；PELLET2：受力面半径为7．07 mm，面积为

157 mm2；PELLET3：半径为5 mm，面积78．5 mm2，

图2)，以4．5 m／s的速度垂直作用于模型中段表

面。记录脊髓全模型(whole spinal model)及单纯脊

髓(cord)前后方向最大型变量百分比及达到最大形

变所用时间并与相关文献对比，验证脊髓模型的有

效性‘5|。

脊髓模型有效性验证之后，三个打击器分别给

予1．5、2．5、3．0、3．5、4．0、4．5、5．0、5．5和6．0 m／s

的初速度并对模型进行撞击，测量和比较脊髓横截

面积改变、脊髓应力的大小及分布。

表1颈髓各节段横截面特点(元±s)

表2脊髓模型材料属性

组织 材料属性
(k密g／度m3)

灰质

白质

打击器

后壁

脑脊液

硬膜

Ogden超弹性材料：“=4．1 kPa，d=14．7

Ogden超弹性材料：“=4．0 kPa，d=14．7

弹性模量6．5 GPa，泊松比0．3

弹性模量193 GPa，?白松比0．3

牛顿流体，黏稠度O．01 Pa·S

弹性模量80 MPa，泊松比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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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膜

脑脊液

白质

灰质

结 果

一、模型有效性验证

三个不同作用面积的打击器以4．5 m／s打击整

体脊髓模型，PELLETl引起整体模型最大形变量比

例为38．3％，PELLE他为44．6％，PELLET3为

51．3％，而脊髓模型最大形变量分别为36．4％、

38．9％及40．5％，模型形变量与文献结果类

似∞’9t12]。另外，整体脊髓有限元模型及单纯脊髓模

型达到最大形变所需时间为2．3—3．0 ms，与文献

报道的2．8～3．5 ms类似∞J。

二、脊髓应力

不同打击器在不同撞击速度下脊髓内部VOll·

Mises应力不同，脊髓内部应力随撞击速度的增加及

作用面积的减少而增加。在1．5 m／s撞击速度下，

PELLETl撞击导致脊髓内部应力最大为5 kPa，

PELLET2为6 kPa，PELLET3为7 kPa。当撞击速度

为6．0 m／s，PELLETl使脊髓内部应力可达250 kPa，

PELLET2为280 kPa，而PELLET3为320 kPa。当撞

击速度超过3．5 m／s时，脊髓内部应力开始明显升

高，PELLETl产生的应力为42 kPa，PELLET2为

48 kPa，PELLET3为54 kPa。速度为4．5 m／s时，曲

线斜率最大，脊髓内部应力增加速度最快，3个打击

器产生的脊髓内部应力较速度为3．5 m／s时分别增

加了281％、254％和233％。当速度在5．0 m／s及

以上时，3个打击器产生的脊髓内部应力为190～

320 kPa，较速度为3．5 m／s时增加了352％～490％

(图3，4、表3)。

三、脊髓形变

在相同撞击速度下，PELLETl对于整体脊髓及

单纯脊髓模型形变量最小，

PELLET2其次，PELLET3引起的形

变量最大。在1．5 m／s的撞击速度

下，PELLETl撞击导致脊髓横截面

减小6．7％，PELLET2则导致脊髓

横截面减小16．7％，PELLET3导致

脊髓横截面减小19．8％。当撞击

速度到达3．5 m／s时，脊髓横截面积分别减少

30．0％、31．2％和31．7％。当速度超多4．5 m／s时，

脊髓横截面积减少均超过40％。

图3单纯脊髓横截面积压缩量与打击器PEI。LET

撞击速度的关系图

图4脊髓内部最大应力与打击器PELLET撞击速

度关系图

讨 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

因脊柱爆裂骨折引发的SCI呈上升趋势胆J。骨碎片

高速冲击脊髓引起SCI和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障

碍，文献指出脊髓横截面积减小超过30％时出现神

经功能损害，减小超过40％时可引起严重脊髓功能

损伤¨，4 J。从生物力学角度看，脊髓内部最大应力

及分布、脊髓应变是预测脊髓神经损伤的重要指

标l
13-14

J。脊髓有限元分析可模拟复杂SCI及应力改

变，动态研究SCI过程的力学行为¨5I。但目前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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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脊髓有限元研究均未建立硬膜及脑脊液结构，材

料也多设定为弹性材料，模型重建也多参考动物脊

髓而非人体。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依据人体颈髓

结构重建带有硬膜及脑脊液的颈髓有限元模型，探

索爆裂骨折骨碎片以不同撞击速度撞击颈髓造成

SCI的生物力学机制。

表3 3种打击器不同撞击速度下单纯脊髓横截面积

压缩量和脊髓内部最大应力结果

撞击 单纯脊髓横截 脊髓内部最大应力
纛爵 面积压缩量(％) (kPa)(m／s)而丽盯百丽西百吾丽百葫玎百葫西丽

由于颈椎CT及MRI等难以精确分辨脊髓白质

和灰质结构，而形态学研究侧重于脊髓横向面积、前

后径、横径测量，其图像可更清晰的显示脊髓灰质、

白质等结构。因此，本研究依据文献提供的颈髓参

数及结构重建颈髓三维有限元模型，并重建硬膜及

脑脊液。本研究灰质、白质均采用超弹性材料，依据

文献赋予材料属性。采用Khuyagbaatar等¨21的方

法验证模型有效性，用3个质量均为7 g但作用面

积分别为314、157及78．5 mm2的打击器以4．5 m／s

的速度撞击脊髓，测定整体脊髓及单纯脊髓横截面

积改变量及所需时间。整体脊髓、单纯脊髓横截面

积改变量以及所需时间与文献报道相似，验证本模

型有效。

文献表明爆裂骨折骨碎片撞击速度与SCI的严

重程度存在相关性。Kearney等¨刮表明骨折块撞击

速度同SCI程度相关，指出当撞击速度达到6．0 m／s

时会造成不可逆的SCI。Khuyagbaatar等¨引采用有

限元方法研究表明撞击速度>4．5 m／s时脊髓内应

力显著增高，从生物力学的角度说明接触速度与

SCI的关系。在本研究中，比较了不同接触面积的

打击器以1．5～6．0 m／s的撞击速度对脊髓形态改

变及脊髓内部应力改变，发现当骨块速度超过
3．5 m／s时脊髓最大应力显著增加，且与骨块大小无

关。当骨块速度为1．5 m／s时，脊髓最大应力是
5—7 kPa，3．5 m／s时，脊髓应力为42～54 kPa，当速

度为4．5 m／s时，脊髓内部应力较3．5 m／s时增加

约4倍。本研究结果与文献结果类似，但本研究引

起脊髓内部应力显著增加的撞击速度为3．5 m／s，

略小于文献中的速度，主要考虑原因是本模型细化

脊髓结构并分别重建脊髓灰质及白质，模型材料属

性参考相关文献做相应修改。

SCI严重程度与脊髓受压横截面积减少量同样

具有相关性，脊髓横截面积减少30％以上会出现神

经功能障碍，当减小达到40％时会引起严重的神经

功能障碍¨，4引。Kawano等[171通过对50例创伤性

颈髓损伤的患者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出现症状的患

者脊髓压缩在20％～50％。Lee等¨副通过动物实

验证明脊髓受压后，脊髓白质及脊髓受压区神经元

数目减少，当脊髓横截面积减少50％以上时，会出

现严重的功能障碍，在减少20％时并未发现明显的

神经功能障碍。在本研究中，当3个打击器撞击速

度超过3．5 m／s时，脊髓横截面积减少均超过30％，

且脊髓内部应力开始明显增加，结合以往文献报道，

会引起SCI。而撞击速度为2．5—3．0 m／s时，脊髓

横截面积减少为16．6％～29．9％，在此区间可能会

造成SCI。本研究与文献研究结果类似。

总体而言，有限元生物力学研究方法可对椎体

爆裂骨折骨碎片撞击颈髓造成SCI的力学机制进行

分析，当骨折块撞击速度超过3．5 m／s时，其颈脊髓

内部应力开始明显升高，横截面积减少超过30％，

结合以往文献报道，可能造成SCI。SCI严重程度与

脊髓横截面积减少量及脊髓内部应力大小相关。本

文不足之处在于颈髓模型参照人体解剖数据及外形

简单重建，对于软脊膜、齿状韧带、神经根、中央管等

结构并未重建，同时只有灰质与白质采用非线性材

料，硬膜采用线性材料，脑脊液部分材料属性参考水

的属性，本模型并未考虑脑脊液流动对于结构的影

响。另外，本研究无组织学观察结果，需在后续研究

中进一步补充实验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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