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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

序言

生命系统仿真技术是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和中西医学等多学科广泛交叉

的基础上形成。 采用物理、数学、化学、力学、生物等学科的方法从多层次、多水平、多途径开展交

叉综合研究，揭示生物信息及其传递的机理与过程，描述和解释生命活动规律，是生命科学中前沿

科学问题。 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是指对与医疗相关的知识、病情、伤情、诊疗的过程与流程、诊
疗技能与操作等的仪器制造，是对医学现象、医学机理、临床诊断与治疗、康复、护理、人体结构与

功能、疾病成因与演变等内容的仿真。
由生命系统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承办的第一分会场“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顺利召

开。 分会场由生命系统建模仿真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费敏锐教授主持，代表承办单位向各

位与会代表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来自各大学，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生

命科学、医疗、仿真等相关领域的 ６０ 余位各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第一分会场以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为主题，聚集了诸如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师丽教

授、智慧城市研究室主任胡金星、华东理工大学顾幸生教授、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荣起国副

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颜学峰教授、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学院自动化系徐昱琳副

教授等知名学者及相关领域领军人物，就医疗器械智能制造技术与仿真等方面进行了开放式交

流，并分享相关领域颠覆性技术及未来发展方向。
师丽教授主要介绍了课题组当前在信鸽离顶盖视感知通路上第一锋电位延时， 显著性表征等

神经机制研究方面的进展。 胡金星研究员从虚拟地理环境 ＶＧＥ 的多维建模及可视化表达出发，
给出了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若干时空大数据应用案例，包括交通大数据、数字消防、数字管线等。 顾

幸生教授则针对复杂流程工业企业组织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出了一系列流

程工业生产调度算法，解决了确定性条件下和不确定条件下流程工业生产计划与调度问题。 荣起

国副教授介绍了提出 ３Ｄ 打印多孔人工假体的设计与优化，以更好地适应患者个性化的需求。 颜

学峰教授报告了基于数据驱动的大规模石油化工过程分散监测方法，监测效果明显提升。 徐昱琳

副教授所报告的内容主要面向医院病房、社区及养老院的巡诊需求，研究远程医疗巡诊服务机器

人在医院病房复杂环境的自主定位与导航等关键技术，医生可通过巡诊服务机器人对患者病情进

行远程监护和实时诊断。
本期重点介绍清华大学师丽教授和北京大学荣起国副教授的专题发言。

（组稿人：费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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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视顶盖（ＯＴ 区）视觉神经信息处理机制
及其对类脑智能的启示

师丽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１、 类脑智能及发展现状

经过亿万年的进化，生物脑已具有了卓越的感知外部环境、自学习自适应外部挑战的能力，能
在复杂环境下进行高效自主决策和长期稳定工作，并能在多处损伤的情况下表现出超强的鲁棒

性。
类脑智能受大脑的神经机制和认知规律启发，以编解码和建模为手段，并通过计算机软硬件

协同实现的机器智能。 类脑智能在复杂场景快速感知、自主决策、环境自适应等方面与现有机器

相比具有显著优势。 目前的类脑智能主要分为脑启发和脑模拟两种方式。
脑启发指借鉴脑工作机制或原则，不需要完全了解脑的工作原理的类脑算法。 每一项脑机制

的阐明及应用都可能产生崭新的人工信息处理系统，将会给应用领域带来远大发展前景，同时也

会加深对脑的理解。
在信号处理、信息表征、信息压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的稀疏性源于 Ｖ１ 区神经元的响应属

性。 Ｇｏｏｇｌｅ Ｂｒａｉｎ 项目在 １６０００ 个 ＣＰＵ 构建的大规模并行计算平台上，以稀疏性为约束，构建了三

级多层自编码网络，实现了图像识别领域的突破，同时该网络的高层神经元模拟了 ＩＴ（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颞下回）区老祖母细胞的响应属性。 当前，在图像识别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卷积神经网络

（ＣＮＮ）借鉴了早期神经科学中发现的局部感受野和分层机制，网络由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组

成，其中卷积层是对局部感受野的模拟。 Ｐｏｇｇｉｏ 等人的 ＨＭＡＸ 模型是向类脑方向发展的典范，模仿

人类视网膜－ＬＧＮ－Ｖ１－ＩＴ 的离丘脑通路，在模式识别领域获得成功。
脑模拟的类脑计算，是指从神经结构出发，用机器构建脑模型，用计算模拟的方法研究脑如何

工作，并为计算系统提供启发。 瑞士的蓝脑计划试图通过计算模 拟的方法在计算机上重建完整的

鼠脑，以达到对脑信息处理机制以及智能的深度探索。 经过 １０ 年努力，较为完整地完成了特定脑

区内皮质柱的计算模拟。 中科院自动化所 ２０１３ 年开展了脑模拟项目，该项目对小鼠脑在神经元、
集群、脑区、整脑等多个尺度上感知、认知行为开展模拟。

脑启发的类脑智能没有追求对脑机制的完全理解，具有更加明显的工程应用倾向；然而，想要

获得逼近乃至超越生物水平的机器智能，还需要对脑信息处理机制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由此

可见，类脑智能研究一条比较好的路径是：从生物神经信息处理机制的解析出发，构建其编解码模

型，建立新型的类脑计算的理论体系和新型芯片架构，积极探索神经机制在人工智能中的各种潜

在应用。

２　 鸟类视顶盖神经信息处理机制及建模研究

２．１　 鸟类的视觉通路

鸟类具有高空高速下卓越的视觉能力，能快速识别大场景、复杂背景下的弱隐目标，而这些正

是当前机器智能的瓶颈。
鸟类优越的视觉功能源于其发达的视觉神经系统。 鸟类通过离顶盖（ ｔｅｃｔｏｆｕｇａｌ）、离丘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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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ｌａｍｏｆｕｇａｌ）通路和副视系统（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ｏｐ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处理视觉感知信息。 离顶盖通路在三条通

路占主导地位。 离顶盖通路中的视顶盖核团是其关键核团。 因此，解析鸟类离顶盖通路的神经机

制有望构建一种新型类脑视感知理论体系。

图 １　 鸟类的视觉神经系统

２．２　 视顶盖神经结构确定

鸟脑神经元结构是其具有特殊信息处理功能的基础。 结合免疫组化技术、嗜神经病毒示踪技

术及三维重建技术，确定了视顶盖（ＯＴ 区）的分层结构，发现了锥型神经元、放射型神经元及牧羊

钩神经元等神经元类型。 锥型神经元贯穿 ＯＴ 区的一到四层，自上而下垂直进行信息整合。 放射

状神经元位于 ＯＴ 区的二三层，具有大范围运动信息整合的功能。 牧羊钩神经元位于 ＯＴ 区的第三

层，触发 ＩＰＣ 神经元，输出场景的显著图。

图 ２　 视顶盖分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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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ＯＴ 区基本神经元类型

２．３　 神经电信号检测与预处理

采用不同视觉刺激，实现动物不同生理状态下神经信号同步检测。

图 ４　 ＯＴ 区神经信号检测

通过自适应预处理算法有效去除了神经信号中的复杂干扰和生物自身的生理噪声，实现了刺

激相关感知信息的稳定提取。
３．３　 快速感知神经机制解析

鸟类具有高速飞行状态下迅速发现目标的能力。 为探究这种能力背后的神经机制，对动物施

加空间统一白噪声刺激和光栅刺激，获取视顶盖（ＯＴ 区）神经元集群响应，以解码和信息论为主要

工具，对刺激和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了与快速感知相关的神经机制，包括：基于神

经元集群的快速时变亮度信息表征和基于第一锋电位时间的空间模式信息编码机制。
（１） 基于神经元集群的快速时变亮度信息表征

空间统一白噪声（ＳＵＮ）刺激富含丰富的快速时变亮度信息。 通过检测神经元集群在 ＳＵＮ 刺

激下的响应，解码刺激的亮度值，比较解码所得到的信息与刺激信号包含的信息，确定 ＯＴ 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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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处理前后神经信号的锋电位 ｒａｓｔｅｒ 图，时频图和 ＬＦＰ 比较

的时变亮度信息表征规律。

图 ６　 ＳＵＮ 刺激模式及多个神经元在 ＳＵＮ 刺激下的神经元响应

（ａ） ＳＵＮ 刺激模式　 （ｂ） 多个神经元在 ＳＵＮ 刺激下的神经元响应

用于 ＳＵＮ 刺激解码的多元线性逆滤波算法：
构造响应矩阵 Ｒ，刺激向量 ｓ：

Ｒ ＝

１ ｒ１０ ｒ１１ … ｒ１Ｎ－１ … ｒｖ０ ．．． ｒｖＮ－１

１ ｒ１１ ｒ１２ … ｒ１Ｎ … ｒｖ１ … ｒｖＮ
１ … … … … … … … …
１ ｒ１Ｍ－１ ｒ１Ｍ … ｒ１Ｎ＋Ｍ－２ … ｒｖＭ－１ … ｒｖＮ＋Ｍ－２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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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ú
ú
úú

ｓ ＝

ｓ０
ｓ１
．．．
ｓ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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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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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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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解码逆滤波器：
８６



ｆ ＝ （ＲＴＲ） －１·（ＲＴｓ）
　 　 给定刺激 ｓ，响应矩阵 Ｒ，得到最优解码效果：

ｕ ＝ Ｒ·ｆ ＝ Ｒ（ＲＴＲ） －１ＲＴｓ
　 　 解码结果表明随着神经元数量的增加，解码得到的刺激信息越接近原刺激信息，解码刺激的

信息谱密度单调增加，即 ＯＴ 区神经元是通过集群表征亮度的变化。

图 ７　 不同数量神经元 ＳＵＮ 刺激解码结果（解码的结果为红色曲线，实际 ＳＵＮ 激为黑色曲线）

图 ８　 不同神经元数目下解码结果的信息谱密度分析

通过对解码所得信号在各个频带的信息密度计算，发现神经元响应对 ＳＵＮ 刺激在 ３３Ｈｚ 左右

的分量解码效果最好。 而文献中猫 ＬＧＮ 神经元在 ３Ｈｚ 左右分量解码效果最好，这说明鸟类神经元

集群对快速变化的信息更加敏感。
（２） 基于第一锋电位时间的空间模式信息编码机制：
实验中施加了 ８ 种不同的空间模式光栅刺激。 通过信息论方法研究光栅刺激下神经元（集

群）的响应，确定 ＯＴ 神经元对空间结构信息的编码方式。
多次重复实验下神经元响应的第一个锋电位时间（ＦＳＬ）随光栅模式的不同而表现出稳定的变

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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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多次实验下 ＯＴ 区神经元集群解码信号在各个频带的信息密度

图 １０　 光栅刺激模式

利用互信息方法，从多次重复实验的数据中估计神经元响应的第一锋电位时间（ＦＳＬ）、锋电位

发放数（Ｆｒ）等属性中包含的刺激类别信息。
√ 对于刺激概率 Ｐ（ｓ）， 直接估计值 Ｐ^（ ｓ）＝ Ｎ（ ｓ） ／ Ｎｔｏｔａｌ＿ｔｒｉａｌ

其中 Ｎ（ ｓ）是某个光栅模式出现的次数，Ｎｔｏｔａｌ＿ｔｒｉａｌ是所有光栅模式出现的次数。 这里 ８ 种类型

的光栅等概率出现，故 Ｐ（ｓ）均为 １ ／ ８．
√ 响应概率 Ｐ（Ｒ），直接估计值 Ｐ^（Ｒ）＝ Ｎ（Ｒ） ／ Ｎｔｏｔａｌ＿ｔｒｉａｌ

其中 Ｎ（Ｒ）是神经元响应（锋电位发放数 Ｃ 或锋电位时间 Ｌ）出现的次数。
√ 在给定刺激 ｓ 条件下的响应 Ｒ 的概率 Ｐ（Ｒ ｓ），直接估计

Ｐ^（Ｒ ｓ） ＝ Ｎ（Ｒ） ／ Ｎ（ ｓ）
　 　 √ 由此根据互信息计算公式可得刺激 Ｓ 和神经元响应 Ｒ 之间的互信息为：

Ｉ^（ ｓ；Ｒ） ＝ 
ｚ，Ｒ

Ｐ^（ ｓ） Ｐ^（Ｒ ｓ）ｌｏｇ２
Ｐ^（Ｒ ｓ）
Ｐ^（Ｒ）

　 　 信息论分析结果表明：神经元响应的 ＦＳＬ 包含的刺激类别信息高于 Ｆｒ 包含的刺激类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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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５ 个锥形神经元在 ８ 种不同的光栅刺激模式下 ８０ 次重复实验响应的 ｒａｓｔｅｒ 图。

图 １２　 ８０ 次重复试验下，５ 个神经元在 ８ 种刺激模式下的 ＦＳＬ 时间的均值和方差。

利用多个神经元的 ＦＳＬ 的联合完全可以分辨 ８ 种不同的空间模式。

图 １３　 ＦＳＬ 包含的刺激模式类别的信息

图 １４ 的结果表明：大部分点分布在对角线下边，说明 ＦＳＬ 包含的信息高于 Ｆｒ 包含的刺激类别

的信息；任意神经元对包含的信息远大于单个神经元包含的信息；８ 种刺激模式的辨别需要的信息

量为 ３，很多神经元对 ＦＳＬ 包含的信息都超过了 ２．５，这意味着多个神经元的 ＦＳＬ 联合表征可以用

于表征空间模式。

１７



本文发现 ＯＴ 神经元在光栅刺激模式下，以第一锋电位的时间（ＦＳＬ）进行空间模式的表征。
这是一种快速的信息编码方式，因为只需等到第一个锋电位到达，而不需要等到锋电位发放结束

就能做出判断。
３．４　 快速感知神经机制建模

基于 ＯＴ 区锥形神经元 ＦＳＬ 响应机制和 ＳＵＮ 刺激下时间响应机制，构建了 ＦＳＬ 预报模型和

ＳＵＮ 刺激下神经元编码模型。
（１） ＦＳＬ 预报模型

解剖结构研究结果表明，ＯＴ 神经元接收多个视网膜神经节细胞（ＲＧＣ）的输出，并进行进一步

的整合。 因此，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的信息整合模型，模拟 ＯＴ 神经元的第一锋电位时间响应属性。

图 １４　 编码模型基本架构

本模型假设每个 ＯＴ 神经元接受若干个视网膜神经节细胞（ＲＧＣ）的输出，而且这些 ＲＧＣ 的位

置和滤波参数需要根据条纹刺激的实验结果确定。 实验的显著性分析发现：该 ＯＴ 神经元整合了

５，６ 和 ７ 这三个位置的 ＲＧＣ 神经元输出。

图 １５　 ＯＴ 区神经元信息整合

（ａ） 条纹噪声刺激　 （ｂ） 条纹噪声刺激下 ＯＴ 神经元的动作电位触发平均分析结果 （ｃ） 各个空间位置的动作电位触发平均

显著性 （ｄ）ＯＴ 神经元整合的 ＲＧＣ 的空间位置确定

对每个 ＲＧＣ（５，６ 和 ７），分别对其在条纹噪声刺激下的神经元响应进行 ｓｐｉｋｅ 触发刺激协方差

分析，确定两个主成分刺激模式，并将所有的 ｓｐｉｋｅ 触发刺激在这两个主成分上进行投影，然后聚

类，以聚类中心作为该 ＲＧＣ 的 ｏｎ 滤波器和 ｏｆｆ 滤波器参数。
ＦＳＬ 预报模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输出整合：

模型 １ 激活曲线： ａ１（ ｔ） ＝ 
ｘ


ｐ
ｆ（ｐ）ｘ ∗ｓｘ（ ｔ）

模型 ２ 激活曲线： ａ２（ ｔ） ＝ 
ｓ
Ｎ 

ｐ
ｆ（ｐ）∗ｘ ｓｘ（ ｔ）[ ]

模型 ３ 激活曲线： ａ３（ ｔ） ＝ 
ｐ
Ｎ 

ｘ
ｆ（ｐ）∗ｘ ｓｘ（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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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滤波器

（ａ） 整合的 ＲＧＣ 位置　 （ｂ） 三个 ＲＧＣ 的 ＯＦＦ 和 ＯＮ 滤波器 （ｃ） 主成分刺激模式及聚类

图 １７　 模型第一阶段三个 ＲＧＣ 的 ＯＮ 输出和 ＯＦＦ 输出及视网膜输出的四种不同假设整

（ａ） 模型第一阶段三个 ＲＧＣ 的 ＯＮ 输出和 ＯＦＦ 输出 （ｂ） 视网膜输出的四种不同假设整

模型 ４ 激活曲线： ａ４（ ｔ） ＝ 
ｘ


ｐ
Ｎ（ ｆ（ｐ）∗ｘ ｓｘ（ ｔ））

其中是光栅时空刺激模式，是位置 ｘ 的神经元的感受野，Ｎ（ｘ）是半波整流函数 ４ 个刺激整合

模型都基于相同的时空感受野，且仅仅在整合方式上有所不同。 对于各个模型，只有阈值和滤波

器偏移量是自由参数。 对于每个模型，其阈值通过最小化预测和实测的延时变化曲线之间的均方

差来确定

第四种整合方式，将各个 ＲＧＣ 神经元的 Ｏｎ 通道和 ＯＦＦ 通道分别进行半波整流并求和的方案

更好的模拟了 ＯＴ 神经元的 ＦＳＬ 响应属性。
（２） ＳＵＮ 刺激下神经元编码模型

ＦＳＬ 预报模型中每个神经元整合了若干个 ＲＧＣ 的输出，ＳＵＮ 刺激是全屏统一的亮度模式。 因

此，在 ＦＳＬ 预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空间整合模块的简化，同时在模型的后端增添了 ｓｐｉｋｅ 抑制

模块，建立了 ＳＵＮ 刺激的编码模型。
为解决模型参数优化问题，利用二次曲线对半波整流进行近似，将模型转化为可进行优化的

广义二次模型（ＧＱＭ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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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　 模型 ＦＳＬ 预报

图 １９　 用于 ＳＵＮ 刺激的 ＯＴ 神经元双滤波器编码模型

图 ２０　 二次曲线对半波整流的近似

利用二次曲线半波整流进行近似，将双滤波 ＳＵＮ 刺激编码模型转换为广义二次模型：
λ ｔ ＝ ｅｘｐ（ｓ１ｔ Ｑｓｔ ＋ Ｋ１ｓｔ ＋ ｈ１ｙｔ ＋ ｄ）

　 　 并进行线性化，转化为如下的凸函数形式：

λ ｔ ＝ ｅｘｐ 
ｊ
δｔ（ ｉ）αｔ ＋ Ｋ１ｓｔ ＋ ｈ１ｙｔ ＋ ｄ( )

＝ ｅｘｐ（α１δｔ ＋ Ｋ１ｓｔ ＋ ｈ１ｙｔ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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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 ［α１ 　 Ｋ１ 　 ｈ１ 　 １］

δｔ

ｓｔ
ｙｔ

ｄ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ｅｘｐ（Ｋ１Ｘｔ）

　 　 用于 ＳＵＮ 刺激的 ＯＴ 区神经元编码模型：
该模型准确地对 ＯＴ 神经元在 ＳＵＮ 刺激下响应进行了预报。 同时，其后端的 ｓｐｉｋｅ 抑制机制

的引入使得我们获得了更加完善的 ＯＴ 神经元编码模型。 与经典的 ＬＮＰ 模型，ＧＱＭ 模型预报效果

更好。

图 ２１　 用于 ＳＵＮ 刺激的 ＯＴ 神经元编码模型预测结果

３　 展望

（１） 类脑智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人工智能、信息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研究

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
（２） 神经机制的研究是类脑智能的基础。 鸟脑神经机制研究的进展将为新型类脑快速视觉

感知理论体系的结构和算法提供更深层次的启发。
（３） 基于鸟类视觉信息处理机制的类脑模型有希望突破现有机器智能在大视场、快速等方面

的瓶颈，可广泛用于环境感知、交互、自主决策、控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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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假体设计与优化
荣起国 骆丹媚

（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多孔假体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骨缺损修复中。 理想的骨修复假体不仅要满足

生物学要求，还要满足力学协调性要求。 多孔结构的钛合金假体由于多孔的结构特性，
可以有效降低结构刚度，使假体弹性模量更接近人体骨骼，从而减小应力屏蔽效应。 并

且多孔结构有利于骨组织长入，使得假体与骨断面之间形成稳定的生物固定。 传统的锻

造、铸造、机加工等生产制造方法难以加工出具有如此复杂结构的钛合金支架，增材制造

技术的发展使得制造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多孔钛合金假体成为可能，为多孔假体设计提

供了更高的设计自由度。 多孔假体结构设计和性能优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多

孔假体外形和内部孔隙结构的精确设计，可以调整结构几何特性和力学特性，使其与周

围骨组织相匹配，在满足生理荷载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假体生物学性能最优、重量最

轻。
关键词：多孔假体，增材制造，结构优化，有限元分析

引言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因各类外伤、肿瘤及先天畸形等造成的骨缺损案例超过 １００ 万。 骨骼

缺损会对病人造成功能性损害，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医生需要采取及时、有效的手段修

复骨骼缺损。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自体骨移植、异体骨移植以及生物医用材料制成的人工假体

对大面积骨缺损进行修复。 采用自体骨移植虽然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修复效果，但是手术中可以

取用的自体骨有限，而且还会造成二次创伤。 采用生物医用材料制成的人工假体受到越来越多关

注。 钛和钛合金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良好的耐腐蚀性、低密度、高强度、低刚度、耐疲劳等优

点［１］，被广泛用做人工假体材料，应用到人工关节、盆骨、颅骨［２， ３］、颌骨等复杂部位的骨缺损修复

中。 由于钛合金的弹性模量（约 １１４ＧＰａ）远远高于人体骨组织的弹性模量（皮质骨弹性模量 １４．７－
３４．３ ＧＰａ［４］，松质骨弹性模量 ０．００１－２．９４２ ＧＰａ［５］），如若植入实心的钛合金假体，致密的金属假体

会承担绝大部分荷载，形成应力遮挡，假体附近的骨组织应力水平显著降低，骨组织会因为受不到

足够的力学刺激而发生骨吸收，从而产生假体松动、失效等问题。 多孔结构的钛合金假体由于结

构多孔特性，结构刚度大大降低，弹性模量更接近骨骼，同时多孔钛合金假体内部的多孔结构有利

于骨组织粘附、长入，形成牢固的生物固定。 理想的骨修复假体不仅要满足生物学和力学性能的

要求，而且还要求外形轮廓与修复部位解剖形状一致，以更好地恢复解剖形貌。 传统的锻造、铸
造、机加工等生产制造方法难以加工出具有如此复杂结构的钛合金假体，近些年来，增材制造技术

为制造具有复杂外形和内部结构的多孔钛合金假体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为多孔假体设计提供

了更高的设计自由度。 多孔假体结构设计和性能优化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多孔假体外形

和内部孔隙结构的精确设计，可以调整结构几何特性和力学特性，使其与周围骨组织相匹配，在满

足生理荷载承载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假体生物学性能最优、重量最轻。

１　 多孔假体要求

多孔假体多数情况下作为承载结构，需要恢复骨的功能，同时能够促进缺损部位骨组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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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假体与骨之间形成稳定的骨结合。 理想的多孔假体应满足如下几个要求［６］：
１） 生物性能方面。 假体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毒性和无排异性。 良好的表面化学特性

有利于骨细胞黏附和增殖，可以促进骨组织更多地长入多孔假体内部，从而在假体与骨之间形成

良好的骨结合。 通常会采用表面改性处理技术提高假体生物相容性和生物活性。
２） 形态结构方面。 假体外形应尽可能与骨缺损部位原始解剖形状一致。 假体与缺损骨接触

面应与骨缺损表面形状相匹配。 多孔假体应具有高度连通的孔隙结构，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和表面

积体积比，提供促进骨组织充分粘附、增殖的空间和有利于营养物质、代谢产物疏运的环境。
３） 与邻近骨组织协调的力学特性。 具有良好的静力学性能，应具备与人体骨组织匹配的弹性

模量及足够的强度，缓解甚至消除应力遮挡效应。 其次还应具有良好的疲劳性能，在满足生理荷

载的要求同时避免力学失效。

２　 增材制造技术

增材制造（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材料成型技术。 钛合金材料增材制

造最常用的是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技术（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ｓｅｒ Ｍｅｌｔｉｎｇ，ＳＬＭ）和电子束熔融成型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ｅａｍ ｍｅｌｔｉｎｇ，ＥＢＭ）。 ＳＬＭ 是采用激光作为热源选择性地照射金属粉末实现快速熔化成

型。 其工作原理是在惰性气体（如氩气、氮气）保护的环境下，仪器按照预定扫描路径控制激光束

对当前层粉末进行选区熔融，通常不需要预加热。 当前层加工结束后，平台下降一个层厚的高度，
重复进行送粉、铺粉、选区熔融的操作直到打印完成。 ＥＢＭ 是在高真空保护环境（１０－２ ～１０－３Ｐａ）中
采用高能电子束作为热源来逐层融化金属粉末实现增材制造的工艺方法。 其工作过程与 ＳＬＭ 相

似，不同点在于 ＥＢＭ 的工作环境是真空，能量源是高能电子束偏转后聚焦产生的高密度能量。
与 ＳＬＭ 相比，ＥＢＭ 技术具有能源效率高、成型速度快，残余应力小等优点。 ＳＬＭ 打印过程中

金属粉末的光反射会大幅度折损激光束的能量（折损约 ９５％），而 ＥＢＭ 工艺可以使能源得到充分

利用。 ＥＢＭ 工艺的成型速度是 ＳＬＭ 工艺的 ３～ ５ 倍。 ＳＬＭ 的工作环境是惰性气体，一定程度可以

避免金属在高温下与其他气体发生反应，相比之下，ＥＢＭ 的真空环境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合金被氧

化、污染，产品纯度更高。 ＥＢＭ 加工过程中会预加热，残余应力较低，而 ＳＬＭ 加工过程中易产生残

余应力，导致部件翘曲和裂纹萌生，通常需要热处理方法减小残余应力［７］。
与 ＥＢＭ 相比，ＳＬＭ 工艺成型精度更高、表面粗糙度更好。 ＥＢＭ 工艺制造多孔金属假体时会在

内部残留金属粉末，ＳＬＭ 工艺因为工作温度较低而没有粉末残留问题。 通常会采用喷砂处理的方

法将表面未融化的粉末冲击出来下来［８］。
综上所述，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ＳＬＭ 工艺的成型精度更高，表面粗糙度更好，但能源效率低、

成型速度慢、残余应力较大，往往需要热处理，适合用于制造精度要求较高的试件。 ＥＢＭ 工艺精度

较低，表面粗糙度较差，但成型速度快、能源利用率高，残余应力较低，产品纯度更高［９］。
两者的共同缺点是都存在加工误差，且表面都有未熔融金属颗粒。 受加工精度的制约，采用

ＳＬＭ 工艺制造多孔钛合金假体时要求杆直径大于 １５０ μｍ，孔径不小于 ２００ μｍ［１０］。 冯辰栋等人［１１］

采用 ＳＬＭ 工艺和 ＥＢＭ 工艺制造钻石分子结构多孔钛合金假体，并通过实验研究了多孔假体试件

微观几何结构与力学性能，发现相同尺寸、相近孔隙率的多孔模型，ＳＬＭ 制造出来的试件弹性模量

和抗压强度均高于 ＥＢＭ，除了工艺的影响，孔隙率是影响多孔假体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的主要因

素。 ＳＬＭ 加工误差比 ＥＢＭ 更稳定，工艺精度更高，ＳＬＭ 工艺制造的多孔试件更整齐、规则，ＥＢＭ 制

造不出杆直径为 ０．２ ｍｍ 的多孔结构，一般设计参数越大加工误差越小。 由于 ＳＬＭ 试件中残余较

大，假体在超过抗压强度后会出现强度骤降，而 ＥＢＭ 制造的试件强度减小较为平缓。 因此可以通

过选择加工工艺，调控几何参数获得特定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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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晓［１２］选用 ５ 种不同的单元体（Ｖ 型－６０°，Ｖ 型－９０°，正四面体，正八面体和三圆交）进行

多孔假体设计，探究了不同单元类型对多孔假体力学性能的影响。 为了便于比较，设计模型具有

相同的杆截面尺寸（杆直径为 ０．４ｍｍ）和孔隙率（约为 ７７％）。 实验结果表明，同样杆截面尺寸和孔

隙率，不同单元体设计的多孔结构具有不同的结构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弹性模量方面 Ｖ 型－６０°＞
正四面体＞三圆交＞正八面体＞ Ｖ 型－９０°；抗压强度方面：正四面体＞ Ｖ 型－６０°＞三圆交＞正八面体＞
Ｖ 型－９０°，因此可以通过选择单元类型，获得更优的力学性能。

根据文献报道， ＥＢＭ、ＳＬＭ 工艺得到的钛合金试件综合力学性能优于传统的铸造加工技术。
ＳＬＭ 工艺成型的假体屈服强度、拉伸强度均优于 ＥＢＭ 工艺，而韧性越差。 由于增材制造是通过逐

层熔融进行制造的，试件力学性能呈现各向异性，与受载方向有关，研究表明［１３］当加载方向平行于

打印方向时，试件力学强度较高。 因此，在设计多孔假体时，除了改变几何参数，还可以通过调整

打印方向以获得更优的力学性能。

３　 多孔假体结构设计与优化研究进展

多孔金属植入物的重要设计特征包括孔隙率、孔径大小、孔连通性，表面积体积比，这些结构

特征直接影响着多孔植入物的力学特性和生物特性［１４］。 多孔植入物的骨再生包括从周围骨组织

和血管中渗透的细胞［１５］。 高孔隙率被认为可能促进骨长入。 文献中，孔隙大小对骨长入的影响仍

然存在争议。 根据 Ｉｔａｌａ［１６］等人的研究，矿化骨骨长入的最佳孔隙大小是 １００－４００μｍ。 他们在兔

股骨中植入不同厚度，孔径大小从 ５０μｍ 到 １２５μｍ 不等的三角形钛假体，发现对于骨长入孔径大

小没有明确的下限。 Ｂｒａｅｍ 等人［１７］评估早期骨长入的的可行性时发现，兔子胫骨植入的钛涂层的

微孔假体中小于 １０μｍ 的孔中依然发现新骨形成。 大孔径被认为有利于血管化。 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 等人

将具有相同孔隙率（６５％），孔径大小分别为 ３００μｍ、６００μｍ、９００μｍ 的增材制造成型的多孔钛支架

植入兔胫骨，发现孔径大小 ６００μｍ 和 ９００μｍ 的支架骨结合强度、骨长入程度均优于孔径为 ３００μｍ
的支架，他们认为 ６００μｍ 的孔径大小适宜用作骨植入物［１８］。 骨植入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参数是

多孔金属的渗透性，因为细胞，营养和生长因子需要血流通过多孔支架运输。 然而，这些因素对支

架性能的影响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比如，增加孔隙度可以提高生物性能，
但它也会显著降低结构的刚度和强度。 因此，寻找最优拓扑的支架至关重要。 然而，传统的基于

ＣＡＤ 的结构设计效率不高，通常无法获得最优支架设计。 因为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以达到平衡

的性能，例如，理想的刚度和足够大的孔隙率。 拓扑优化技术可以迅速找到满足多个目标和约束

条件的最优拓扑构型。
多孔假体内部的微结构理论上需要模拟骨组织微结构的特征，但由于骨组织具有复杂的结构

和非均匀、各向异性特性，想要完全模拟人体骨微结构设计骨修复支架非常困难，会耗费较大的运

算成本，因此目前绝大多数多孔支架的是基于简单多孔单元的拓展。 多孔骨修复支架的微观结构

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从微观几何形态出发，大致可以分为规则多孔结构和随机多孔结构两大类，
其中规则多孔结构的支架占了绝大部分。
３．１　 规则多孔结构设计和优化

规则多孔结构的设计方法一般是通过单元体（Ｕｎｉｔ Ｃｅｌｌ）在三维空间上按照有序的规则周期性

排列，再与缺损部位的外形轮廓进行布尔运算而成。 所以多孔支架的设计首先是单元体的设计，
然后是排列规则的设计。 单元体的设计尚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方法，大部分是仿照自然界的晶体结

构来设计的，通常有 ＣＡＤ 设计、基于图像设计方法、隐式曲面建模、三重周期性极小曲面和拓扑优

化方法等设计方法［１９］。 其中，最常用的是基于 ＣＡＤ 的建模方法，通常是简单的多面体如球、圆柱、
棱柱通过布尔运算组合形成单元体，主要为简单正多面体和阿基米德多面体，如钻石结构、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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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八面体、六棱柱等［２０］。 采用参数化建模的方法可以方便修改和调整几何参数。 采用 ＣＡＤ 建

模，支架内部孔隙结构造型具有一定局限性。 模型结构复杂时，用 ＣＡＤ 软件建立多孔支架模型费

时、费力、计算资源占用大。 最后一步的布尔操作，会将支架外轮廓切出独立残杆，表面呈现台阶

现象，导致几何轮廓失真，力学性能不稳定。
Ｗｉｅｌｄｉｎｇ［２１］等人设计了 １４ 个立方体多孔假体，采用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孔隙率和材料分布对支

架结构压缩弹性模量的影响。 １－４ 号支架材料在横截面空间完全铺满，材料占比为 １００％，设置不

同的孔径（０．８ｍｍ、１．１ｍｍ、１．５ｍｍ、１．８ｍｍ）和杆直径（０．５３ｍｍ、０．６ｍｍ、０．７ｍｍ、０．８ｍｍ），支架总体孔

隙率分别为 ６４％、７３％、７６％、８１％，其有效孔隙率与总体孔隙率相同。 ５－１０ 号支架孔径相同（０．
８ｍｍ），杆直径相同（０．５ｍｍ），横截面上材料由外向中心铺设，材料占比由高（９３．８％）到低（５６．
７％）。 １１－１４ 号支架既有孔隙率不同，材料占比也不同。 分别计算 １－１４ 号支架的压缩弹性模量，
计算结果表明，当材料在空间内占比为 １００％时，孔隙率越高，弹性模量越低。 在有效孔隙率相同

的情况下，内部空核区域占比越大，结构整体弹性模量越低，结构有效弹性模量略有升高。 此外，
外围杆件直径对弹性模量贡献显著，缩小外围杆件直径将显著降低结构弹性模量。

Ｗｉｅｄｉｎｇ［２２］研究了三种不同单元类型的 ＣＡＤ 支架结构，包括立方型、对角型和椎体型单元。
该研究设计了一个大尺寸的骨支架修复 ３０ ｍｍ 的节段性股骨缺损。 采用参数化建模方法，简化为

梁单元有限元模型，采用基于铁木辛柯梁理论的单元类型，每段杆划分为多个梁单元以提高计算

精度。 在生物力学载荷下计算支架应力、应变。 支架共划分为 １７ 个部分，每个部分的直径独立地

优化调整直径以匹配完整骨的刚度。 这项研究提示我们要从生物力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考虑，采用

数值优化方法优化骨支架结构。
基于图像的设计方法是基于真实骨组织的 ｍｉｃｒｏ－ＣＴ 影像，利用软件进行三维重建还原骨内部

微结构几何形貌的方式形成 ＳＴＬ 格式增材制造文件。 Ｐｏｄｓｈｉｖａｌｏｖ 等［２３］利用骨 ｍｉｃｒｏ－ＣＴ 重建得到

与自然骨组织内部微观结构几何形态高度一致的多孔结构。 这种扫描－重建的方法是最直接的仿

生支架设计方法，但是缺点在于高度依赖于高分辨率 ＣＴ 扫描设备，而且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占用

过大。 单纯重现骨微观结构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仿生设计，且后处理非常麻烦，所有没有被广泛采

纳。
三重周期性极小曲面（ＴＰＭＳ）是在三维空间 ３ 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均具有周期性的曲面，曲

面上任意一点的平均曲率为零［２４］。 根据采样点和隐式函数计算得到空间点云坐标，再拟合得到曲

面，从而确定支架曲面。 通过改变设计参数可以准确、方便地调整结构内部孔隙的几何特征。
拓扑优化是结构优化的一种，基于拓扑优化的支架单元体结构设计方法是利用拓扑优化方法

寻找单元体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满足某种目标函数的最佳材料分配方案［２５］。 其中变密度法应用最

为广泛，将有限元模型单元密度作为设计变量，优化后单元密度越大表示该处需要保留，密度越小

表示材料冗余可以去除，通过优化可以提高材料利用率，实现结构的轻量化设计。 陈继民等人［２６］

基于变密度法（ＳＩＭＰ），对多孔结构单元进行拓扑优化，以最大刚度为优化目标。 在体积分数的约

束下，对结构进行拓扑优化，得到具有固定体积分数的最大刚度的多孔结构。
３．２　 不规则多孔结构设计与优化

以上列举的规则多孔结构设计都是具有规则形状的基本单元在三维空间周期阵列得到的。
不规则多孔结构相比于规则多孔结构，在设计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能体现仿生的设计思想，不
少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探索，有不少不规则多孔结构建模方法但效果均不佳，比如，Ｌａｌ 等人［２７］ 提

出了利用微球在空间体重随机堆积，再利用负布尔运算的方法建立支架模型，这种方法最大缺点

是由于微球之间是紧密排列关系，负向布尔之后产生的孔隙是封闭的薄壁单元，彼此不连通，无法

真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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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ｉ 和 Ｘｉ［２８］提出了一种基于实体模型六面体网格剖分，将球体单元按照形函数映射到六面体

网格构建了多孔假体内部多孔单元模型，将实体模型与内部多孔单元模型布尔运算得到多孔假体

结构。 并根据 ＣＴ 图像得到的自然骨中孔隙分布的非均匀特性，提出了基于自适应六面体网格加

密算法的梯度孔隙分布假体优化方法。 这种方法产生的多孔结构外形与缺损轮廓高度一致，并且

可以避免传统设计方法布尔操作产生的台阶效应而对整体结构的不利影响，适用于胫骨、脊椎椎

体等类柱状结构的假体设计，基于网格加密算法对孔隙大小进行控制可以设计出梯度弹性模量结

构。 然而，这种设计方法有一定局限性，假体内部的多孔结构大小和形状高度依赖于六面体单元，
对于具有复杂外形的骨缺损，形成高质量的六面体剖分单元具有一定难度。 球体与六面体负向布

尔运算产生的连接杆锐利的边角部位比较薄弱，长轴方向厚度不均匀，可能会产生应力集中，不利

于结构承载。
与 ＣＡＩ 提出的方法类似，肖冬明、宋长辉等人［２９， ３０］采用隐式函数的方法建立了不同形式多孔

单元标准模型，通过对骨修复假体实体模型进行六面体网格划分，然后利用等参单元法将单元标

准模型映射到六面体网格中，最后删除重合的边界面片形成连续的多孔假体。 通过隐函数表达的

多孔单元具有较大的形状设计自由度，可以实现可控的参数化建模。 基于六面体网格剖分的等参

单元变形方法，可以保证单元在边界上具有一致的形状。 这种方法在 ＣＡＩ 的基础上对内部孔单元

进行了多元化的设计，提高了该方法的设计自由度。 研究中提出优化设计构想，认为可以在网格

划分时根据有限元分析计算得到的假体应力分布，对单元进行分类，根据不同分类选择适合的基

本多孔单元，从而提高假体与周围组织更匹配的力学性能。
张国庆［３１］采用了基于有限元网格划分，提取单元节点位置信息建立桁架结构的多孔假体的方

法。 同时，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假体模型受力情况，根据应力分布调整有限元网格单元大小，缩小

应力集中区域的单元边长，提高网格密度，从而提高假体力学性能。 这种设计方法是基于桁架形

成的多孔结构，具有建模简单，易于调控等优点。 该桁架结构完全是根据有限元划分形成的网格

线产生的，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中没有给出桁架结构的力学表征。 研究提出的优化方法

优化方向明确，实际操作简单，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优化策略，无法准确形成最优布局。
ＡＩＮＥＲ 等人［３２］提出了一种受骨组织生长规律启发形成的仿生支架结构设计方法（ Ｌｏａｄ －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ｉｎｇ， ＬＡＳＡ）。 这种方法是在一个实体设计域内，在给定的约束和荷载

条件下设计与其力学环境相适应的支架。 首先基于有限元分析结果，得到二维平面内控制点上的

两个主应力方向，主应力迹线（水平线和竖直线）在交点处依然保持正交，种子点是在规则网格上

选择的，可以通过定义种子点密度控制流线间距，从而优化骨小梁结构疏密程度。 模拟计算表明：
同样耗材的优化支架比普通网格状支架具有更高的刚度和和更低的应力水平，并且有效消除了应

力集中。
也有学者［３３］根据主应力迹线构造桁架结构，并给出了详细的根据主应力迹线构造支架结构的

方法。 二维物体受外载荷作用下，为了确定支架纤维的方向，首先要计算平面内的主应力方向。
当纤维按照平面主应力迹线排布的时候，纤维上所受的剪切荷载是最小的，结构强度得到完全利

用。 主应力方向由应力张量计算得到。 通过二维有限元计算，得到每个单元的应力张量，从而确

定每个单元的两个互相垂直的主应力，同时节点坐标已知。 第一种方法是积分法，基于单元主应

力方向确定主应力迹线。 首先在单元边界上确定一个点作为起始点，从起始点出发应力迹线在单

元内沿着该单元主应力方向延伸，直到与单元的其他边界相交，相交点作为下一个起点，再沿着下

一个单元主方向延伸，重复此过程，直到这条主应力迹线到达优化区域边界，一条完整的主应力迹

线便提取得到。 按照这种方法，通过控制边界布的种子点密度和位置就能得到不同疏密程度的主

应力迹线支架。 在三维空间，有三个主应力方向，原理类似。 第二种方法是插值法，此时利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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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应力张量，而不是单元应力张量。 通过计算得到各个节点主应力张量。 通过插值得到节点附

近位点的主应力方向，通过起始点坐标和位点插值得到的主应力方向，向前直线延伸一小段距离

（步长），插值计算得到末端位点的主应力方向，作为下一个步长的延伸方向，以此方法当迹线达到

设计域边界时终止，最终得到一条完整的主应力迹线。 主应力迹线支架具有可以减重并且较传统

支架更优的力学性能。
作者课题组也依据提出了基于四面体结构的个性化多孔假体参数化建模方法（图 １）。 根据表

征单元法，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了多孔结构的弹性模量和承载性能参数，根据计算结果拟合得到

多孔四面体结构几何参数和等效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函数（表 １），从而为多孔假体结构优化提供

了依据。

图 １　 典型规则多孔结构

表 １　 三种多孔结构（四面体、六面体、对角型）几何参数与力学参数

四面体结构 六面体结构 对角型结构

几何参数 杆直径（μｍ） ５９６ ６００ ６３０．７

单元尺寸（μｍ） ２５０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００

孔隙率 （％） ５５．４６ ７３．１２ ４４．２３

力学参数 压缩弹性模量 （ＧＰａ） １２．８２ １２．８７ １２．８０

弯曲模量（ＧＰａ） １１．６０ ７．６９ １２．７２

剪切模量（ＧＰａ） ３．６５ ０．３９ ８．５９

进一步地，从多孔假体的实际应用出发，全面考虑了假体承载、固定以及运动功能的要求，系
统地提出了具有多孔结构的个性化人工颞下颌关节设计流程。 以比格犬颞下颌关节缺损为对象，
对髁突假体中间承载部位采用四面体多孔结构设计，考虑解剖特征、运动规律和下颌骨生物力学

特征作为设计依据，设计了个性化人工颞下颌关节假体的设计流程，通过有限元方法验证该假体

的可行性（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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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个性化人工颞下颌关节设计与分析

４　 问题与展望

增材制造技术为制造具有复杂外形和内部结构的多孔假体提供了技术支持，可以实现个性化

定制，具有较高的设计灵活性。 随着计算几何学的介入，骨修复支架的设计方法不断演化发展，涌
现出基于 ＣＡＤ 方法、基于图像设计法、ＴＰＭＳ 方法、不规则多孔假体设计方法等多种设计方法。 研

究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到支架的力学性能，并开始利用有限元方法对假体进行生物力学分析，并
基于有限元结果通过优化方法对假体微观结构进行设计，实现最优的力学性能和生物性能。

目前，仍然面临有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１） 多孔假体结构的力学性能应该与周围骨组织相匹

配，应用有限元方法对多孔假体进行分析和优化是必然趋势，然而目前多孔假体的设计还没有确

切、统一的优化目标；２） 梯度多孔假体具有很大的现实应用意义，目前实现梯度模量的方法或者建

模复杂，计算耗费资源大，或者不适用于骨科植入物，无法满足生物学要求；３） 多假体结构的具体

应用形式和固定方式设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理的设计可以拓宽多孔假体的应用范围。 目前对

多孔假体的设计和分析多集中在简单圆柱或方形结构，缺乏对真实临床应用所需的完整结构设计

和研究。
今后的研究工作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１） 结合力学实验测定结构真实力学特性，如等效

弹性模量、抗压强度等，通过实验结果与模拟结果的对比，完善有限元计算方法，提高模拟计算的

准确性；（２） 针对结构抗扭性能，抗弯性能，抗压性能设计相应的优化结构，研究更具有仿生意义

的假体设计方法，例如根据结构主应力迹线设计假体多孔结构；（３） 综合多孔假体生理学性能、生
物力学表现，建立假体稳定性、强度、刚度等方面综合性能的评价标准，指导假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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