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８６９.ｈｔｍ.
[１０] 李亚杰ꎬ尼玛ꎬ其美扎西ꎬ等.西藏某高校大学生肺结核防治知信

行情况调查[Ｊ] .现代预防医学ꎬ２０１６ꎬ４３(２):３１１－３１３ꎬ３６１.
[１１] 童叶青ꎬ郭慧ꎬ叶建君ꎬ等.武汉市社区人群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

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中国卫生统计ꎬ２０１６ꎬ３３(１):１０７－
１０９.

[１２] 张珍ꎬ张学宁ꎬ曹松玉ꎬ等.南京某高校大学生结核病知识知晓现

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３):２６３－２６４.
[１３] 陈亮ꎬ钟球ꎬ蒋莉ꎬ等.广东省部分地区居民结核病主要症状知识

知晓情况分析[Ｊ] .中国防痨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３２(９):５０８－５１１.
[１４] 罗兴能ꎬ贾红莲ꎬ刘雄娥ꎬ等.重庆市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及健康促进现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７):９９８－１０００.
[１５] 魏倩ꎬ王仕昌ꎬ娄蕾ꎬ等.山东四所大学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调查分析[Ｊ] .中国防痨杂志ꎬ２０１３ꎬ３５(７):５１６－５２０.
[１６] 赵忠侠.杨浦区重点人结核病知信行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Ｄ].上

海:复旦大学ꎬ２０１２.
[１７] 陈红.闸北区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干预研究[Ｄ].上海:复旦大学ꎬ

２０１２.
[１８] 汪文新ꎬ卢谭旺ꎬ刘晋洪ꎬ等.深圳市宝安区 １５ 岁及以上人群结核

病核心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Ｊ] .广东医学ꎬ２０１２ꎬ３３( １７):２６５６ －
２６５９.

[１９] 朱建良ꎬ何立新ꎬ郭付爱ꎬ等.石家庄市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

情况与获取渠道的调查[Ｊ] .职业与健康ꎬ２０１３ꎬ２９(２):１９９－２００ꎬ
２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２－２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３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四川省科技厅项目(２０１６ＺＲ００８８)ꎮ
【作者简介】 　 唐小英(１９６７－　 )ꎬ女ꎬ山东潍坊人ꎬ硕士ꎬ副教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ꎮ
【通讯作者】 　 尹文芳ꎬＥ￣ｍａｉｌ:ｓｙｕｎｌ＠ １２６.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９.０３７

台阶运动对大学生膝关节健康的影响

唐小英ꎬ尹文芳

成都医学院人文信息管理学院ꎬ四川 ６１０５００

【文献标识码】 　 Ａ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７９　 [Ｇ ８０４.５３]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９￣１４０２￣０２
【关键词】 　 膝关节ꎻ运动损伤ꎻ登山运动ꎻ学生

　 　 在户外体育运动中ꎬ超过 ５０％的运动爱好者选择

登山运动ꎬ登山运动以强身、养心、益智等多方面的成

效受到大学生的喜爱ꎬ高校大学生已成为推动我国登

山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１－２] ꎮ 但登山运动对身体的伤

害ꎬ特别是膝关节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ꎮ 登山运动

属于负重运动ꎬ膝关节不仅要承受人体自身的重量ꎬ
还要克服重力做功ꎮ 许多报道和研究显示ꎬ登山运动

会导致膝关节疼痛甚至膝关节损伤[３－４] ꎮ
对膝关节及膝关节韧带进行生物力学分析是防

止膝关节损伤和治疗膝关节疾病的基础[５－６] ꎮ 本研究

基于生物力学理论ꎬ建立台阶运动中膝关节承受的生

物力学模型ꎬ通过台阶运动实验获得相关参数ꎬ计算

膝关节受力ꎬ为相关研究及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和数据

支持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成

都医学院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级护理、临床、检验、生物技术、

麻醉、药学 ６ 个专业的学生中抽取 １６ 名ꎬ年龄(２０.２１±
０.９３)岁ꎮ 其中男生 ８ 名ꎬ身高(１７１.１３±４.７１)ｃｍꎬ体重

(５７.４２±５.５８)ｋｇꎻ女生 ８ 名ꎬ身高(１６０.９１±４.１２)ｃｍꎬ体
重(５３.０３±５.８２) ｋｇꎮ 受试者身体健康状况良好ꎬ实验

前 ２４ ｈ 未进行剧烈运动ꎬ对实验研究目的与方法知

情ꎬ同意参加本实验ꎮ
１.２　 方法　 测试者沿台阶按设定速度进行多次上、下
台阶运动ꎮ 实验台阶高 １８ ｃｍ、深 ２８ ｃｍꎬ测试者速度

为 ７２ 步 / ｍｉｎꎮ 采用高速摄像机对运动全过程进行录

像ꎬ获取固定观测点的运动位移数据ꎬ以最终获得的

臀部(胫骨端点)运动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数据ꎮ
参数股骨长度、胫骨长度、上肢重力、大腿重力ꎬ

采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７]

“中国成年人环节相对质量和环节质心相对位置国家

标准” [８] ꎮ 身高、体重、运动位移通过实验得到观测数

据ꎮ 由于观测数据存在测量误差ꎬ所以计算数据采用

观察数据的平均值ꎮ 计算膝关节动力模型过程中ꎬ采
用最小二乘法搜索得到股骨倾斜角、胫骨倾斜角方

程ꎬ代入模型计算胫股关节接触力ꎮ

２　 结果

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９] 计算ꎬ得出了 １６ 位受试者

在台阶运动各个固定观测点的胫股节接触力值ꎬ使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数值进行配对 ｔ 检验ꎬ发现受试者胫股节

接触力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各受

试者胫股关节接触力平均水平见图 １ꎮ
根据台阶运动时膝关节动力模型ꎬ可以获得每名

学生台阶运动时胫股关节接触力的最大值、平均值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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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人体简化成刚体铰链结构ꎬ在对膝关节

受力分析的基础上ꎬ基于刚体转动定理建立膝关节台

阶运动生物力学模型ꎬ通过实验和计算ꎬ对胫股关节

运动及受力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ꎬ研究表明ꎬ在台阶

运动过程中ꎬ胫股关节接触力呈周期变化:上台阶时ꎬ
脚底在踏上上一级台阶后ꎬ胫股关节接触力快速增

长ꎬ在两腿力量交换结束时受力达到最大ꎬ而后逐渐

减小至 ０ꎻ下台阶时ꎬ脚底在踏到下一级台阶后ꎬ胫股

关节接触力逐渐增长ꎬ在另一支腿踏到下一级台阶时

受力达到最大ꎮ 提示台阶运动时膝关节受力最大可

达体重的 ７９ 倍ꎬ每个膝关节平均受力是体重的 ２ 倍左

右ꎬ平均受力是步行时的 ４ 倍ꎬ膝关节上台阶时承重是

下台阶时承重的 １.５ 倍ꎮ

图 １　 大学生台阶运动时时间与受力关系

表 １　 大学生台阶运动胫股关节接触力数字特征值

指标 上楼梯 下楼梯
最大受力是体重的倍数 ８.６７８ ７.６６０
１ 个周期内支撑腿的膝关节平均受力是体重的倍数 ４.７３１ ２.７７４
膝关节平均受力是体重的倍数 ２.４１１ １.６１９
膝关节平均受力是步行时平均受力的倍数 ４.８２３ ３.２３７

３　 讨论

膝关节是由股胫关节和骨膑关节共同构成的椭

圆屈戌关节ꎬ包括股骨下端、胫骨上端和髌骨ꎬ是人体

结构中最复杂、关节最大和杠杆作用最强的关节[１０] ꎮ
上下台阶主要是通过下肢在膝关节处绕额状轴在矢

状面运动完成的ꎬ膝关节传递载荷并参与运动ꎬ为小

腿活动提供力偶ꎮ 在屈曲运动状态下ꎬ会产生较大的

膝关节伸展力矩ꎬ由于受杠杆力学作用ꎬ胫股骨关节

面接触力会产生非常大的改变ꎮ
台阶运动时膝关节承受如此大压力ꎬ对于关节表

面的软骨来说ꎬ是非常严重的刺激ꎮ 膝关节不但运动

复杂ꎬ而且运动量大ꎬ所以伤病率位居所有关节之

首[１１] ꎮ 在大学生膝部运动损伤调查中ꎬ伤病率亦居各

关节损伤的首位[１２] ꎮ 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时间长、频
次高、强度大ꎬ膝关节在较长时间内承受较大压力ꎬ 可

致软骨的“薄壳结构”和“拱形结构”受损ꎬ 降低对软

骨细胞的保护作用ꎬ出现膝关节疼痛、肿胀甚至跛

行[１３] ꎮ 台阶运动时ꎬ膝关节承受超常的压力并反复处

于半屈状态ꎬ易产生疲劳及微细损伤ꎬ超常的压力及

重复性微细损伤的积累将导致疼痛和损伤ꎮ 大学生

正处在青春期ꎬ腿部肌肉力量强劲ꎬ关节稳定性好ꎬ偶
尔以爬楼登山作为锻炼方式ꎬ可能是有益的ꎮ 从治未

病理论的视角来看待登山运动ꎬ膝关节的保护亦是非

常重要的[１４] ꎮ 因此ꎬ登山运动不适合作为长期、经常

的运动项目ꎮ
酷爱登山运动的学生登山运动一定要适度ꎬ并且

要掌握科学有效的锻炼方法ꎬ减少对膝关节的损害ꎮ
有调查显示ꎬ山地运动损伤的主要部位是膝关节ꎬ损
伤的主要类型为关节酸痛及扭伤[１５] ꎮ 运动前充分热

身、佩戴护具、使用登山杖ꎬ是重要的山地运动保护因

素ꎮ 无论学校、团体还是登山者个人ꎬ都要从思想和

行动上建立风险防范的意识ꎬ以确保登山运动健康、
可持续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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