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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内压电电位的波形分析 

富东慧，侯振德，秦庆华，姜先钢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天津300072) 

摘 要：骨内应力产生的电信号影响骨细胞的生长已被多方面证明，但其作用机理尚采完全确定．近年来，测试技 

术的进步为骨压电信号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新手段．用超高输入阻抗的生物电压放大器测试研究了干牛骨试样在梯 

形波载荷作用下发As-点弯曲变形时压电电压的变化．测试发现，骨受力变形时产生的压电电荷在两电极间产生 

压电电压，同时电极问的电荷还会经过自身泄放．对应加载稳态过程，两电极间的压电电荷会经自身泄放，从而表 

现为一松弛过程，0．1—0．4 s后电压降为零，所以只能够在加栽的动态过程测量到压电电压．显然在活体骨中压电 

电压也必然只会表现为脉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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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W aveforms of Piezoelectric Voltage of Bone 

FU Dong—hui，HOU Zhen—de，QIN Qing—hua，JIANG Xian—gang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Ti阴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electric signals influence bone remodelling
． however its meeha． 

nism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now．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ment technique in recent years
． s0me suit— 

able instruments are available in the study of bone piezoelectric signa1
． An ultra—high input impedance bioampli— 

tier is used to test 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s from dry bovine bone specimens，which deform in three points ben— 

ding under trapezoid loading wave．The results show that voltages originate from piezoelectric polarization charge 

between two electrodes and the charge between these electrodes will release by self resistance．Therefore within 

the steady state of loading the voltages show relaxations，arise from the charge releases．The relaxation time is 

from 0．1 to 0．4 S，then the voltage drops to zero．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s only can be captured during the 

dynamic loading process，and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s in live body occur in pulses． 

Keywords：bone；piezoelectricity；bone remodeling；piezoelectric voltage 

骨内应力产生电位的现象(stress．generated poten． 

tials，SGP)来源于压电效应和动电现象(统称为骨的 

力一电性质)．压电效应表现为骨受力变形后在骨内产 

生极化电荷，进而在骨内产生电位分布 卅̈J． 

生命中的骨处于生长和吸收的交替过程，以适应 

身体负荷的变化．这⋯过程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叫做重 

建(remodeling)．骨的力一电性质的发现产生了关于 

Wolff功能适应定律作用机理的假设(Wolff定律的基 

本内容是骨内应力状态决定骨的重建或者说应力影响 

骨细胞的生长)，认为应力促进骨重建的原因可能是 

应力在骨内产生的电位，这种电位引起细胞反应导致 

骨生长或吸收．因此，研究骨的 SGP，确定其力一电电位 

与骨生长的关系，目的在于探索骨内应力及应力产生 

的电位影响骨细胞生长的作用机理． 

基于测试技术的原因，骨压电性的研究一般采用 

测量压电极化电荷或测量逆压电效应的方法 ，然 

而骨内压电效应表现为骨内的电场分布，骨细胞周围 

的电场会影响其生长．压电电压的测量比较困难的原 

因是，压电效应产生的电荷难于保持，会通过测试仪器 

的输入电阻泄放．近年来测试技术的进步为骨压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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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信号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骨压电性质的研 

究在多方面有所开展，如研究应力波在骨内传播时的 

压电电压响应 ]，利用压电力显微镜研究骨哈佛氏孔 

周围的电位分布 ]，分析应力波在骨内传播时骨内力一 

电信号的电磁场变化 等．笔者利用超高输入阻抗的 

生物信号放大器测试研究了干牛骨试样发生三点弯曲 

变形时压电电压变化与外力的关系，测试发现骨压电 

电压信号的波形有着明显的松弛现象．加载速率高时 

产生的压电电压也高．稳态时电极间的压电电压不能 

保持，压电电荷通过骨组织自身泄放掉，即压电电位只 

存在于动态加载过程，稳态加载状态压电电压表现不 

出来．骨的压电电压的幅值在几个毫伏的量级． 

1 测试原理 

1．1 试样 

将新鲜的牛胫骨脱脂后自然干燥，以图1(a)中所 

示的方式取出骨试样．试样长度沿骨生长轴 的方向， 

宽度沿t轴方向，厚度沿r轴方向．在试样图1(b)所示 

位置的两侧涂上导电胶(G3648，AGAR SCIENTIFIC 

LTD．，U．K．)作为电极，电极面积为3 mm×3 mm．试 

样的前侧的两个电极分别用 1和2表示，在试样背侧 

相对的位置上的两个电极分别用1 和2 表示．采用三 

点弯曲方式对试样加载，共测试了5个试样． 

1．2 测试系统 

试样被放置在一个起电磁屏蔽作用的金属盒内， 

盒内有一支架支撑试样的两端，外载荷P加到试样中 

间截面的上部形成三点弯曲．利用 Ins~on1343型电液 

伺服疲劳试验机对试样加载．试样加载幅值为100 N， 

由于不同的牛胫骨形态和尺寸不完全相同，致使所取 

出的试样尺寸也不尽相同．对应100 N的外力载荷，各 

试样电极部位的最大弯曲正应力在 1O一14 MPa．表 1 

给出了5个试样各种参数的变化范围． 

表1 试样的尺寸范围和应力范围 

样品数 跨距／mill 宽度／mm 高度／ram 惯性矩／mm 载荷／N 弯矩／(N·mm) 弯曲应力／MPa 

5 1oo±8 4．0±0．6 18±2 2 Oo0±500 1oo 2 3oo±300 12±2 

(a)取样 

生物放大器 H 计算机采集 
t 千 

高输入阻抗 Imtron控制塔 
前置放大器 

f 1 

LJ ／上 n电极l 

(b)实验装置 

圈1 试样与测试系统 

骨受力变形后在表面产生极化电荷，这种电荷聚 

集在试样两个相对的电极上，如电极 1和电极1 形成 
一 对电极，2和2 形成另一对电极．每一对电极可等价 

为一平行板电容器．两电极间的电压正比于极化电荷． 

测试采用 BMA-931生物放大器(CWE公司，USA)对 

压电信号进行放大，同时采用与之配套的高输入阻抗 

的前置放大器(SUPER—Z HEAD STAGE，CWE公司， 

USA)作为信号放大的第一级，其输入阻抗高达 1× 

l0 n．测量信号经前置放大器和 BMA-931放大后再 

经过A／D转换输入到计算机中，计算机还同时采集载 

荷 P的波形． 

2 测试结果及分析 

测试前先对试样施加10 N的初载荷，之后采用梯 

形波作为加载波形，即载荷在0．25 s或0．5 s时间内 

等速增加至 110 N，保持6 s，然后再等速卸载至初载 

荷，卸载时间也是0．25 s或0．5 s．图2(a)、(b)为两种 

加载波形．加载包括动态过程和稳态过程，等速加载和 

卸载的过程为动态过程(加载速率分别为400 N／s或 

200 N／s)，载荷保持过程为稳态过程．图2中以初载荷 

为加载波形的零点，整个加载过程由lnstron试验机自 

动完成．同时分别测试二对电极(11 和22 )间的压电 

电压．图3和图4分别是其中试样 I对应两种加载方 

式的压电电压曲线．其他试样的曲线形状都是相同的． 

表2列出了所有5个试样在两种载荷波形作用下两对 

电极的压电电压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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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加载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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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试样 1电极 1l 间的压电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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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试样 1电极 22 间的压电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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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加载(卸载)时间0．5 e 

褒2 各试样的压电电压峰值 mV 

电极l1’压电电位幅值 电极22 压电电位幅值 

试样编号 加 载 卸 载 加 载 卸 载 

O．25 B O．5 s O．25 s O．5 B O．25 8 O．5 8 O．25岛 O．5 B 

1 —2．589 —1．371 2．769 1．5ll O．741 0．438 一O．346 —0．147 

2 —1．81O —1．142 1．978 1．247 0．790 0．457 一O．691 —0．352 

3 一0。585 —0．341 0．643 O．4O3 2．932 1．607 —3．0o3． —2．108 

4 —0．824 —0．583 0．769 0．567 4．238 ． 2．553 一4．274 —2．532 

5 —0．351 一O．118 0．330 O．242 0．462 0．243 —0．348 —0．205 

图5与图6分别来自试样2与试样3的压电电压 

测试结果．同一对电极，相同加载情况下的两次测试， 

其压电电压波形曲线基本重合，说明了测试结果具有 

可重复性． 

●  O  0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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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加载(卸载)时问0．25 s重复性测试 

^ 

'r 

两次测试曲线重合 

(b)加载(卸载)时间0．5 s重复性测试 

图5 试样2电极11 间的压电电压重复性测试 

(a)加载(卸载)时间0．25 s重复性测试 

两次测试曲线晕合 

—  一 一  

．  ⋯ 1fr 

t／s 
、  

(b)加载(卸载)时间0．5 s重复性测试 

图6 试样3电极22 间的压电电压重复性测试 

上述骨压电电压信号测试曲线的基本特征是：载 

荷波形的加载段对应压电电压信号的尖峰，而卸载时 

则有一反向尖峰．电压尖峰的上升时间(或下降时问) 

与加载(或卸载)段的时间相同．图3与图4中，由于 

电极所在的位置不同，应力符号相反，压电电压信号的 

符号也不相同，但电压信号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压电 

电压的大小为几个毫伏的量级，最大不超过4．3 mV． 

卸载阶段的压电电压也是类似的变化趋势，电压出现 

与加载时反向的尖峰，这一尖峰的变化幅值与加载时 

的电压尖峰基本相等． 

对应加载的稳态过程，压电电 信号呈逐渐衰减 

的特点，或者说是一松弛过程．松弛过程持续时间约 

0，1S～0．4 s，压电电位压信号最终衰减为零． 

综合图3一图6的曲线和表2数据可知，对应两 

种加载速率(载荷稳态值相同)，低加载速率(200 N／ 

s)时的压电电压幅值相当于高加载速率(400 N／s)时 

的50％一80％．松弛时问的特点和加载速率对压电电压 

波形的影响可以从下述分析中得出结论． 

两个电极近似等价于一个平行板电容器，则其电 

容量C= ．其中：s为电极面积；d为两电极间的 
“  

距离(即试样厚度)；s。为真空的介电常数，s。=8．85 

×l0 F／m； ，为相对介电常数． 

电极面积为3 mlTl X3 mm=9，两电极的距离约为 

3 film(试样厚度)．由于骨结构的复杂性，其相对介电 

常数与位置、频率都有关 ，一般在 100—300，不会超 

过3位数的数量级 j．所以电极的等价电容应在 l× 

10 的量级．电极与仪器之问导线的电容约为 100 P 

(导线的电容量为70 p／m)，这两种电容并联再与仪器 

的输入电阻和试样两电极间的电阻并联形成一个RE 

电路，测试结果所反映的压电电位关于时问的依赖性 

与压电电荷在 RE上的泄放有关 

电极上的电荷经过两个路径泄放：①仪器输入电 

阻；②试样自身电阻 就测试系统而言，仪器输入电阻 

为 1 x 10”Q，仪器输入电阻与电极电容形成充放电时 

间常数约在1×10 s的量级，而测试结果中压电电压 

的松弛时间常数在0．08—0．25 S的范围，因此出现压 

电电压松弛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极化电荷在仪器输入 

电阻_卜泄放，而是只可能经试样自身电极间的电阻泄 

放，即骨自身的电阻远小于放大器的输入电阻．若时间 

常数为0．25 S，则自身电阻为 1×10“的量级，相比而 

言，极化电荷自仪器泄放的数量可以忽略，松弛效果主 

要通过骨自身的电阻泄放．这也间接说明了采用超高 

输入阻抗放大器的必要性． 

据此可以说，骨受力变形在两电极问产生压电电 

压的同时，电极问的电荷还会经过自身泄放．所以对应 

稳态过程，载荷保持恒定时，两电极问的压电电荷不再 

增加，只会经自身泄放，从而表现为～松弛过程，0．1— 

0．4 s后，电压降为零． 

测试系统的输入电容 C为 100 P的量级，压电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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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在几个毫伏的量级，极化电荷Q=VC，因而Q在嚣 
的量级．在动态载荷作用下这种压电电荷以瞬态的方 

式表现出来．所以只能够在加载的动态过程测量到压 

电电压，而稳态时压电电压降为零． 

3 结 语 

干骨的压电电位通常在动态加载时表现出来，在 

骨受力变形产生压电电荷或压电电位分布的同时，这 

种电荷会经过自身泄放掉．在干骨中都是如此，可见， 

在湿骨或活体骨中的压电电位必然表现为脉冲的 

形式． 

参考文献： 

[1] 侯振德，高瑞亭．骨的力电性质[J]．力学进展，1995，25 

(1)：85—1O1． 

Hou Zhende，Gao Ruiting． Electr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one[J]．Advances ofMechanics，1995，25(1)：85—1O1(in 

Chinese)． 

[2] sinsh S Saha．Electrical properties of bone[J]．Clinical Or- 

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1984
， 186：249—_271． 

[3] Aschero G，Gizdulich P，Mango F．Statistical characteriza 

tion of piezoelectric coefficient d23 in COW bone[J]．Journa／ 

ofBiomechanics，1999，32(6)：573—577． 

[4] 侯振德，钱民全．骨动态压电响应的测试研究[J]．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报，2002，21(6)：5O1—5o5． 

Hou Zhende，Qian Minquan．The measurement of dynamic 

piezoelectricity response of bone[J]．Chinese Journal ofBio— 

medical Engineering，2002，21(6)：5O1—5O5(in Chinese)． 

[5] Halperin C，Mutchnik s．Piezoelectric effect in human 

bones studied in nanometer scale[J]．Nano Letters，2004，4 

(7)：1253--1256． 

[6] Ahmed S M，Abd．Alla A M．Electromechanical wave propa 

gation in a cylindrical pomelastic bone with cavity[J]．却一 

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2002，133(2／3)： 

257—_286． 

[7] Marzec E，Kubisz L，Jm-o~zyk F．Dielectric studies of pro- 

ton transport in air-dried fully calcified and decalcified bon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1996，18(1／2)：27～31． 

(责任编辑：谨玉梅) 

天津大学学报期刊群4个自然科学期刊全部进入 Ei 

《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从2006年开始被EI Compendex收录．至此，天津大学学报期刊群中4 

个自然科学期刊，即《天津大学学报》、(Transactions ofTianjin University)、《燃烧科学与技术》和《纳 

米技术与精密工程》，全部成为EI Compendex收录期刊． 

天津大学学报编辑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