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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膝關節的傷害當中，韌帶為最常受傷的部位，因此了解膝關節運動時韌帶與骨骼間的複雜力學情形，可增進我們了解對

其傷害產生的原因。本實驗研究目的為以有限元素法建立三維膝關節韌帶模型，利用穩定測試來驗證此三維韌帶模型的力

學特性，並使用動態 X 光配合電腦骨骼模型量測到的活體關節在功能性活動(站到坐)之三維運動學做為邊界條件，經由電

腦來計算分析其功能性活動下的應力分佈及受力情形。

壹、 前言

在人體中，膝關節為最大且是最重要的關節之

一。其韌帶、肌肉以及關節面等組織間複雜的力學

交互作用，更決定了膝關節之活動度以及穩定度。

而了解這些膝關節韌帶的複雜力學，可以幫助我們

更進一步的了解其傷害的產生緣由。本研究使用非

侵入式的方式，透過有限元素法進行活體從站到坐

的功能性活動時膝關節應力分佈的情形。

貳、研究方法

本實驗使用電腦斷掃描及核磁共振掃描，得到受

試者膝關節的斷層影像圖，利用醫學影像視覺化軟

體(Amira 3.1.1)來將其重建，建立模型後，利用本實

驗室研究，在整合動態 X 光（fluoroscopy）與電腦

斷層掃瞄(CT)的優點，透過動態 X 光量測之動態運

動學資料，同時藉由 CT 重建之完整膝關節三維幾

何 模 型 ， 搭 配 動 作 分 析 、 影 像 處 理 （ Image

processing）與影像契合之技術，以精確量測膝關節

三維運動，找出正確的膝關節運動學機制。由膝關

節穩定度量測器(KT-2000, U.S.A.)量測所得膝關節前

後方向的力量對位移的關係圖作為參考，經過最佳

化的方法決定其韌帶材料特性參數，配合有限元素

軟體(MSC.Marc Mentat 2005)的有限元素分析軟體，

計算膝關節韌帶的應力分佈及受力情形。

本實驗使用的膝關節試件必須先清除肌肉、皮膚

等軟組織，只保留韌帶與骨頭及關節囊部分。股骨

與脛骨在距離關節線部分切除。並用塑剛土固定於

夾具上以用來固定試體與夾具，及方便機器手臂夾

取時對準的方便，以減少實驗誤差。本實驗使用一

具膝關節試體且沒有下肢病理史，如圖一所示。

(圖一)六軸機械手臂系統

參、結果與討論

使用電腦模擬膝關節前拉穩定度測試，模擬其前

十字韌帶在膝關節前拉穩定度測試時之應力分佈情

形結果如圖(圖二)。其結果和 Song 等人在 2004 年利

用機器人手臂量測膝關節試樣在膝關節鬆弛度測試

時的位移資料，結果相似。

在有限元素軟體進行功能性活動的模擬中，前後

十字韌帶的 Von Mises 應力值相對於側邊的韌帶

大；前十字韌帶在坐到站的過程當中分析結果顯示

其股骨端前外側有較大的應力分佈。



( 圖二 ) 模擬前十字韌帶在膝關節前拉穩定測試時之

應力分佈情形。

( 圖三) 模擬膝關節在功能性活動下應力分佈的有限

元素模型。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建立的膝關節模型模擬結果顯示韌帶載

功能性活動下應力的分布情形，說明了應力較大處

可能常為韌帶斷裂的情形，因此利用動態 X 光配合

電腦骨骼模型，在量測到的活體關節三維運動學資

料在輸入有限元素軟體後可評估在真實人體膝關節

在該情況下的受力情形。此研究將可以進一步應用

在其他關節上之運動分析以及各種不同的膝關節活

動分析。而更可以由臨床實驗先由膝關節穩定度量

測器來決定其韌帶材料特性之參數，或藉由更複雜

的材料特性方程式描述材料特性，再以量測所得的

活體膝關節在功能性活動下的三維運動學輸入分析

軟體，以增加結果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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