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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槽对骨压电电压的影响 
富东慧，*侯振德，秦庆华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骨疲劳裂纹的出现和自我修复被认为是引发并促进骨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骨内产生微微裂纹后裂纹尖

端部位的应力值比将会其它部位高，而且裂纹两侧的应力状态也将会发生改变，因而其压电电位也可能发生变化，

确定这种电压的变化有助于了解骨内微裂纹自修复的机理。该文采用机加工切槽的方式模拟骨的微裂纹，对切槽

部位的压电电压进行了测试分析。测试结果显示切槽之后电极部位的压电电位有降低的趋势，表明切槽后的电极

区域上虽然裂纹尖端出现很大的正应力，但产生的压电电荷总体数量在减少，分析认为影响切槽部位压电电荷数

量的主要因素不是正应力，而是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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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 NOTCH ON 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S IN BONE  

FU Dong-hui , *HOU Zhen-de , QIN Qing-hua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Fatigue damage is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ce role in bone remodeling. The stress near the tip of a 
micro-crack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other area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tress in those areas will also change due 
to the crack,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change of voltage in these areas owing to the bone's piezoelectric property. 
Hence the knowledge of the changes of the voltage will be of benefit to understanding the self-healing mechanism 
of bone tissues. In this paper, 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s around artificial notches are investigated to simulate the 
micro crack in dry bon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ezoelectric voltage decrease after a notch is cut in a 
specimen though the normal stress resulting from the crack around the notch tip increases sharply. The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it is the shear stress instead of the normal stress that determines the quantity of electric charge 
near a crack tip. 
Key words:  biomechanics; bone piezoelectricity; micro-crack; shear stress; piezoelectric voltage 
 

人的骨骼一生中都处于生长和吸收的过程，骨

受应力较小时发生骨吸收，受应力较大时骨的密度

会增加使强度提高。这一过程称为骨重建

(Remodeling)，Wolff 总结为应力决定骨的重建，也

称为 Wolff 定律。 
传统上，人们认为影响骨重建的第一因素是应

力。骨的力-电性质被发现以后，有研究表明应力产

生的电位可能会影响骨细胞的生长[1]。骨的力-电性

质的产生包括骨的压电效应和骨的流动电位两种

机理。骨的压电效应是指骨受力变形后在骨内产生

极化电荷，进而产生电位分布，骨内胶原纤维是骨

压电效应的来源[2―4]。骨的流动电位是指骨的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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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中的液体与固体的界面间分布有双电层，当骨受

力变形而导致液体在孔隙内流动时会沿流动方向

产生流动电位[5―6]。骨力-电性质的两种作用机理之

间可能会存在耦合作用，可能的作用机理是压电效

应所产生的电荷影响了双电层的厚度，进而影响流

动电位的大小[7]。 
因此，所有研究骨压电性质的努力都是围绕着

探索骨内压电信号影响骨重建的机理这一目的进

行的[8―12]。影响骨重建的另一因素是骨内微裂纹(或
微损伤)。骨在生命期中主要受动态载荷的作用，骨

内的交变应力会使骨组织产生微损伤，从而激活骨

组织自身的修复功能，防止裂纹扩展并使微损伤愈

合。这种交变应力导致骨疲劳，出现微损伤进而激

发自身修复的连续重复过程也被认为是骨的重建

过程[13―16]。 
迄今为止，有关骨内微损伤、应力以及电信号

之间关系及其对骨重建影响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

段，但上述因素可能是相互依存的。若骨内存在微

裂纹，显然裂纹尖端的应力值将会比其它部位高，

可能会影响其压电电压。根据断裂力学张开型裂纹

的基本理论，在裂纹尖端部位沿着裂纹的方向正应

力为对称分布而切应力为反对称分布，这种裂纹两

侧应力状态的不同，也可能使其压电电位发生变

化，确定这种压电电压的变化及产生变化的原因即

为此项研究的目的。 
本文以脱脂处理过的干牛骨作为研究对象，来

研究微裂纹周围压电信号的分布。就研究对象，显

然湿骨更接近生命状态的骨，且湿骨自身的电阻比

干骨低，在相同应力状态下其压电响应不同。但由

于骨内胶原纤维被大量羟基磷灰石所包围，不与水

分子直接接触，因此干骨与湿骨内均存在压电效 
应[7]。从探索骨压电性的目的来看，二者是相互关

联的，这表明在骨压电效应方面干骨同样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而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在干骨上制

作电极以进行实验测量更容易实现。 
由于干骨为脆性材料而难以预制疲劳裂纹，因

此本文采用机加工切槽的方式模拟骨的微裂纹。然

后，对切槽部位的压电电压进行了测试，以观察电

极所覆盖部位的压电电压的变化。 

1  实验 

1.1  试样 
将新鲜的牛胫骨脱脂后自然干燥，以图 1 中所

示的方式取出骨试样。在图 2 所示位置的试样前后

表面涂上导电银胶(5001#, SPI, USA)作为电极。试

样的前侧的电极用 1 表示，在试样背侧(靠近骨髓腔

一侧)相对的位置上的电极用1′ 表示，电极宽度

6mm，电极长度为试样宽度的 1/2，支座跨距 85mm。

不同的牛胫骨形态和尺寸不完全相同，试样尺寸也

不相同。表 1 给出了试样的尺寸范围。 

 
图 1  取样方式 

Fig.1  Sample location 

 
图 2  电极制备 

Fig.2  Electrode and notch 

表 1  牛骨试样的尺寸范围 
Table 1  Dimension of Bone Samples  

跨距/mm 宽度 b/mm 高度 h/mm 

85 4.0±1.0 19±3.0 

1.2  测试系统 
采用高输入阻抗的生物放大器 (BMA-931, 

CWE Inc., USA)及前置放大器(Super Z，CWE Inc., 
USA)测量电极间的压电电压。测试中骨试样放置在

起电磁屏蔽作用的双层金属盒内，传输导线和前置

放大器也进行了双层屏蔽的技术处理，外层屏蔽接

大地，内层屏蔽接仪器地。这种屏蔽方式有效地消

除了外界静电干扰和屏蔽内部加载杆运动对电场

的干扰[17]。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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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试系统 

Fig.3  Setup of test system 

1.3  测试方法 
加载方式为三点弯曲，由 Instron 1343 试验机

实现。载荷波形采用梯形脉冲，如图 4 所示。载荷

P 在 0.25s 的时间内增加至稳态值 P0=300N，然后

保持 6s，再以相同的时间卸载。 

图 4  梯形脉冲载荷波形 
Fig.4  Waveform of load 

实验中首先对不切槽情况下试样上电极的压

电电压波形进行测试，得到其初始情况的压电电压

波形。之后在图 2 中的电极部位切出深度为 2mm
的通槽。切槽宽度约为 75μm―80μm，接近于骨内

实际微裂纹(52μm―97μm)的宽度[13]，再测试得到

带有切槽的电极区域内的压电电压波形。 
由于切槽部位远离加力点和支撑点周围的圣

维南区，所以材料力学中关于梁的理论仍然适用于

分析试样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和切应力。在三点弯曲

情况下，无切槽时试样的横截面上分布有正应力和

切应力。在跨中部位，即试样的中间截面上正应力

具有最大值，且沿此截面对称分布，切应力沿此截

面呈反对称分布，各截面剪力数值是相同的。通常

意义上，切槽的位置应选在试样上产生最大正应力

的中间截面，但是无切槽时这一截面两侧的切应力

符号相反，而在图 2 的位置切槽，则其两侧在切槽

前不存在切应力符号改变的问题。 
为使有无切槽情况下得到的骨压电电压信号

具有比较意义，测试中采用了两种加载方案。其一

是保持载荷幅值 P0 不变，即有无切槽的情况下均用

相同的载荷波形；其二是保持切槽部位的正应力理

论值不变。以未切槽时的电极部位的最大正应力为

基准，在切槽之后不考虑应力集中，只采用材料力

学理论，根据试样横截面积减小后的惯性矩反算出

相同最大正应力下所需的载荷幅值，加卸载时间不

变，以此给出新的加载波形进行测试，得到相应的

压电电压波形。 

2  结果与分析 

2.1  测试结果 
实验中测试了 5 个试样。图 5 为一组典型的测

试结果，三条曲线分别为未切槽的电压波形、2mm
切槽相同载荷下的电压波形和 2mm 切槽相同应力

下的电压波形，全部试样的波形和符号均相同。以

加载时产生的压电电压为参考，表 2 给出了全部 5
个试样的压电电压波形的峰值。图 5 中压电电压波

形呈脉冲形式，原因加载过程既在两电极上产生极

化电荷，同时电荷也会经骨试样自身泄放，而产生

电压松弛现象[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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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压电电压波形曲线 

Fig.5  Plots of piezo-voltage vs.time 

表 2  压电电压峰值            /mV 
Table 2  Peak value of piezoelectric voltage 

2mm 切槽 

相同载荷 相同应力 试样号 未切槽

峰值 与未切槽峰值对比 峰值 与未切槽峰值对比

B1 2.76 2.49 −9.78% 1.99 −27.90% 
B2 6.85 6.25 −8.76% 5.04 −26.42% 
B3 1.91 2.14 12.04% 1.75 −8.38% 
B4 6.83 6.39 −6.44% 5.21 −23.72% 
B5 4.76 4.89 2.73% 4.02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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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表 2 中的结果，在相同载荷情况下，有无

切槽的压电电压对比来看，电压峰值有增有减，变

化幅度在−9.78%―12.04%之间，平均变化幅度不超

过 10%；而在相同应力的情况下，切槽后的电压峰

值均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在 8.38%―27.90%之间，

平均降幅超过 20%。由此可以确定：在电极覆盖区

域上切槽以后，其压电电压峰值呈下降趋势。 
在相同载荷情况下，切槽处的实际应力明显增

加。由于出现了 2mm 深的切槽，横截面的惯性矩

减小了约 25%―30%(参看表 1，试样尺寸略有不

同)，即使不考虑切槽尖端应力集中的影响，电极覆

盖区域的正应力和切应力也会增加。因此仅有两个

试样的电压测量值增加，应该不是规律性的现象，

可能是由于骨微观结构的复杂性引起的。相对来

说，保持电极部位切槽前后的正应力相同而测得的

压电电压全面下降的趋势，应该能够更明确地反映

切槽所带来的影响。 
2.2  分析 

关于正应力 σ的作用，一般压电方程为

p d σ= ⋅ ，其中 p 为极化强度，量纲为单位面积上

的电荷量； d 为压电常数。电极上的电量

d d
A

A

Q p A d Aσ= = ⋅ ⋅∫ ∫ ，积分面积 A 为电极覆盖的

有效区域。因为所测电压正比于电极上的电量，所

以讨论电压的变化等价于讨论电量的变化。 
未切槽时电量 d

A

Q d Aσ= ⋅ ⋅∫ ，其中 A 为整个

电极的面积。而切槽以后，因为靠近切槽两侧的部

位应力基本为零。设切槽的长度为 a(a=2mm)，取

切槽尖端以上的部位为有效面积进行积分来分析

电量。 
尽管骨在微观上是非均匀的，但宏观上认为仍

可应用一般梁的理论计算横截面的正应力。切槽前

的正应力分布为
z

My
I

σ = ，M 为弯矩，Iz 为惯性矩，

坐标 y 如图 6 所示。切槽后 c

zc

M y
I

σ = ，Mc 为使二

者产生相同最大应力的弯矩，Izc为切槽后所余面积

对应新的中性轴的惯性矩，y 的原点也相应上移了

2
a
。由此可以得到在最大正应力相等的条件下切槽

后与切槽前的电量之比为
2h a

h a
−
−

，h 为试样高度。

这表明切槽后的电量略低于切槽前。 

 
图 6  电极部位切槽示意图 

Fig.6  Notch on electrode 

但是若考虑了切槽尖端应力集中的影响，由正

应力引起的切槽后的电极上的电量未必低于切槽

前的情况。图 7(a)给出了正应力的有限元计算结果，

计算时取试样高度 20mm，厚度为 5mm，结果显示

切槽尖端处最大应力达到 144MPa，而未切槽时，5
个试样中正应力最大的不超过 23MPa。计算结果显

示电极区域内出现切槽以后，正应力的增加十分明

显，而实验结果表明切槽后的压电电压呈现下降趋

势，因此可以确定引起压电电压下降的原因并非正

应力。 
在没有切槽情况下，试样电极区域内各个部位

的切应力方向均相同，且靠近试样上下边缘部位的

切应力很小。在排除了正应力影响的情况下可以认

为，切槽后裂纹尖端部位的切应力变化是导致压电

电压下降的影响因素。 
根据断裂力学的结论，I 型裂纹尖端部位关于 y

轴(图 6)正应力对称分布而切应力反对称分布。   
图 7(b)的有限元计算结果也显示了切应力分布的特

点，由图 7(b)中可以确定切槽两侧的切应力符号是相

反的(注：图 7(b)中只显示了部分应力范围，没有给

出全部切应力的数值范围)。即在切槽后，电极区域内

由于切槽两侧出现符号不同的切应力，而产生了符号

相反的电荷，其相互抵消的结果使电极区域内的压电

电荷数量减少而导致了压电电压的峰值减小。 

 
(a) 正应力分布 

电极 

y 

x 
xc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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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切应力分布 

图 7  试样的正应力和切应力分布 
Fig.7  Stress contribution of sample 

3  结论 

本文以牛干骨为研究对象，采用宽度为相同量

级的机加工切槽模拟骨内微观裂纹，对其周围区域

在切槽前后的骨压电电压信号分别进行了实验测

试，得到了骨内微裂纹出现前后压电电压的变化情

况。当骨内出现微裂纹时，如果其基本形态是 I 型
裂纹，裂纹尖端周围区域在总体上与切槽之前相

比，受力产生的压电电荷数量减少了，导致其压电

电压呈现下降的趋势。 
分析表明，裂纹出现后其尖端区域的正应力远

大于没有裂纹的情形，对比整个电极部位总体压电

电荷数量减少的趋势，说明裂纹尖端附近的正应力

并非促进总体压电电压的减小的影响因素。而骨内

产生微裂纹后，微裂纹两侧出现的符号相反的切应

力，产生了符号相反的极化电荷而使部分压电电荷

相互抵消，导致了压电电荷总数量的减少，从而引

起了电极区域总体上压电电压的下降。由此可以确

定，裂纹出现前后切应力的变化是导致微裂纹附近

区域压电电压下降的主要因素。 
据此设想，骨内沿裂纹方向两侧由于切应力符

号不同而产生的符号相反的电荷及其相互抵消的

过程能否对微裂纹的产生与愈合产生作用，也将是

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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