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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糖尿病是目前造成膝下截肢的主要因素，患者因為疾病的影響，在軟組織上常會造成力學特性的改變，而使義肢製作產生困

難。本研究的目的為利用有限元素分析來描述糖尿病患者在穿著義肢時的力學特性，並與正常截肢患者比較其差異，希望能藉此結

果對於義肢的製造過程提出改善方法及注意事項。本研究依照受測者的殘肢外形及材料參數建構兩組（糖尿病與非糖尿病）有限元

素模型，利用電腦斷層影像為基礎，建構出符合受測者殘肢幾何外型的有限元素模型。配合介面元素的模擬、及軟組織非均質的彈

性模數給予，能讓模型模擬的結果更趨近真實的力學情形。經由模擬的結果可以發現糖尿病的受測者在最大滑動量、最大介面應力

以及最大 Von Mises stress 數值均較非糖尿病的受測者高，表示糖尿病患者在穿著義肢時，軟組織會有較高的機會受傷，義肢師在

製作義肢時應該避免高應力及高滑動量的情況發生，以提高義肢製作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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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在台灣，造成膝下截肢的最主要原因為糖尿病的併

發症所引起[1]。糖尿病常會造成的肢體末端感覺異常、

周邊血液循環不良、傷口不易癒合、及糖尿病患者普遍

體重過重等，都會使義肢的製作產生困難。本研究的目

的為利用有限元素分析來描述糖尿病患者在穿著義肢時

的力學特性，並與正常截肢患者比較其差異，希望能藉

此結果對於義肢的製造過程提出改善方法及注意事項。

二、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因為人力及時間的關係，先期只收集兩位受測者

的資料，一位受測者是因為外傷導致截肢，另一位則是

因為糖尿病造成傷口無法癒合而截肢，詳細的受測者資

料如表一所示。兩位受測者均瞭解並同意本研究的實驗

步驟。本研究根據受測者的電腦斷層影像資料，建構膝

下義肢的有限元素模型，詳細的步驟分述如後。

表一 兩位受測者的詳細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有限元素的模型建構步驟，可分為下列幾

個部分：幾何外型的建構、網格化分割、材料參數的給

定、介面元素的設定、以及邊界條件的給定，以下就每

個步驟詳細說明。

幾何外型：請兩位受測者穿戴義肢完成後平躺，注意維

持義肢與殘肢的排列（alignment）與站立時相同，待受

測者調整好姿勢後，進行電腦斷層掃瞄，得到義肢承套

與殘肢的橫斷面影像。將影像輸出至個人電腦後，以自

行開發的影像處理程式，抓取義肢內襯、殘肢軟組織與

骨頭之輪廓。在輪廓上間隔適當的距離訂定為關鍵點（key

points），使用平滑曲線（spline line）連結各關鍵點，圍

成橫斷面的輪廓，經由橫斷面輪廓的堆疊與 CAD 處理，

構成內襯、殘肢軟組織與骨頭的體積。經由適當的網格

規劃（mapping mesh），以六面體網格分割體積，建構出

三維有限元素之六面體網格模型。

材料參數：在模型的材料參數給定方面，本研究將模型

分為骨頭、軟組織以及承筒三個部分，其中，軟組織在

各 區 域 給 予 不 同 的 彈 性 模 數 數 值 ， 為 非 均 質

（non-homogenous）的分佈，數值為 0.37~0.62MPa，蒲

松比為 0.45。在骨頭與承筒的彈性模數部分，則是設為

均質（homogenous）的狀況，各為 15500 與 0.8 MPa，蒲

松比各為 0.3 與 0.45，數值大小乃參考相關文獻的設定後

決定[2-5]。

邊界條件與介面的模擬：在模擬殘肢與承套介面的力學

行為上，本研究採用 ANSYS 有限元素分析軟體的面對面

接觸元素（surface to surface contact element）進行模擬，

摩擦係數為 0.5。在邊界條件的給予上，本研究將內襯的

外表面固定不動，使其外表面之節點位移為零，以模擬

內襯外圍之硬承套相對於內襯變形量很小的情形。在負

荷條件的給予方面，本研究使用位移控制（displacement

control）的方式給予在殘肢股骨頭的上表面節點，設定向

下定量的位移，觀察模型的反作用力達到受測者的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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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糖尿病患者 左 男 33 56 外傷 11

糖尿病患者 左 女 71 53 糖尿病 2



為止，以模擬實驗中受測者單腳站立的負荷情形。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兩位受測者的幾何外型所建立的有限元素模

型如圖一所示。由圖中可發現兩個模型在幾何外型上有

所差異，此差異是根據殘肢的幾何外型不同而產生的。

在模型上，本研究參考軟組織最大滑動量、最大介面應

力（包含介面壓力與剪力）以及軟組織上最大的 Von Mises

stress、Von Mises strain 等四個參數的數值，作為此模型

力學行為上的表現。滑動量的數值越高，軟組織越可能

因為摩擦產生受傷，介面應力越高表示介面所傳遞到軟

組織的應力越高，軟組織越有可能因為高應力而產生傷

害，軟組織上的 Von Meses stress 和 strain 越高，表示軟

組織所受到的應力與應變總和變高，組織越容易受到傷

害。兩位受測者的數值如表二所示。由表中可以看出，

除了 Von Meses strain 外，非糖尿病受測者的數值都比糖

尿病的受測者為低。

表四 兩位受測者的最大滑動量、最大介面應力以及最大

Von Mises stress、strain 數值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有限元素模擬的方式探討糖尿病患者在截肢

後，與正常截肢者的力學差異，無論在滑動量、Von Meses

stress 及介面應力的表現上，糖尿病的受測者均比非糖尿

病的受測者數值高，表示軟組織越容易受到傷害，對於

臨床義肢師在替糖尿病患者製造義肢時需特別注意高應

力的集中區以及高滑動量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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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Mises 介面應力(KPa)滑動量

(mm) Stress strain 壓力 剪力

非糖尿病患者 0.809 0.203 0.118 54 11

糖尿病患者 1.229 0.259 0.078 106 21

(a) (b)

圖四 兩位受測者的有限元素模型

(a) Non-DM subject, (b) DM 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