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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
近年来，在神经肌肉骨骼（NMS）系统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上，许多计算工具被开

发用于构建多体铰接系统的框架。例如 NMS 分析工具允许监测人类的体内变量，如肌肉纤
维长度、关节力量、肌肉 / 腱 / 关节的反应、代谢功率消耗和机械功。其他的计算工具还有
LifeMod、SIMM 和 AnyBody（Anybody Technology）等商业工具，以及更新的开源工具，
如 OpenSim，用于跟踪人体运动、计算肌肉力量、分析正常和病理性步态 [1-3]。该软件包括
所有必要的计算组件，用于推导动力系统的运动方程，执行数值积分和解决约束非线性优化
问题。
人体测量、软组织特征、骨骼几何、肌肉路径和肌肉肌腱结构在不同的人中基本不相
似，因此不同人中的肌肉和关节功能也可能不同 [120,121]。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脑瘫、中
风、膝骨关节炎等条件 [4] 导致的步态障碍，相对较少的研究会使用主体特异的模型（个性化
模型）。然而，大多数研究使用基于普通成人解剖估计的通用肌肉骨骼模型 [5-7]。为特异主体
的肌肉骨骼模型评估而采用的肌肉和关节功能的价值是基于模型目的的。如果以骨科手术为
主要目的，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使用到特异主体的肌肉骨骼模型。例如，在肌肉力矩中做一些
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改变整个手臂肌肉的力矩 [8]。另一方面，如果主要目的是研究一个健
康人的肌肉协调运动，那么一般通用的模型可能就够用了。为了验证这些肌肉骨骼模型，可
计算的肌肉力矩通常使用肌电（EMG）的信号来验证；这些 EMG 信号来自肌肉活动，或者
是从带有测量仪器的膝关节 [9] 或髋关节 [10] 替代物测量得到的内部接触力。
我们将焦点放在计算模型的作用上，其侧重于提高对人类下肢与物理环境（例如，行
走、站立、双腿）的身体交互的理解。行走是最基本的人体运动，伴随着具有极大复杂性的
中枢神经系统（CNS），该系统控制着动态系统的间歇接触、动态稳定性和非线性特性。在
生物力学文献中，广泛的实验研究给出了人动态行走的详细描述 [11,12]。此外，在可由运动学
计算的动作中加入动力学约束，可以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逼真和平滑的人类动作。
上述工作致力于对不同的人类行走模型进行开发和模拟，这些工作的范围包含：从机器
人学领域中人形机器人的高自由度的实时控制，到生物力学和病理步态研究中具有高逼真度
的 NMS 模型。具有高自由度的人体运动的仿真从分析和计算角度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重要的研究文献关注：使用具有不断增加逼真度的机械模型和高效数值算法去开发自然
和类人的行走方式。本综述将追踪人类行走的计算模型中的重要进展，这些进展开始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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骼模型，其中肌肉的所有作用仅被模拟为施加于关节的扭矩（通常用于双足机器人的实时控
制）；然后过渡到肌肉骨骼模型，其中肌肉群被包含在多体动力学系统（生物力学中的应用）
中；最后是到 NMS 模型，其中人的运动由肌肉和骨骼系统产生，并与神经兴奋（更新的生
物力学应用）相耦合。
在相关的前沿研究中，人们对研究人类下肢与其他关节型机械系统的相互作用有很大的
兴趣，从锻炼设备如跑步机、台式压力机和自行车到脚踏控制的复杂机械，如起重机。除了
人类种群中个体（由于性别 / 年龄 / 种族）的几何结构、性能和功能的固有可变性之外，这
种关节机械型设备中的多样性和可调特征 [13] 引入了显著的可变性。用户和设备之间的系统
级交互使得设计者难以选择“最佳”选项 / 参数集以先验地实现期望的性能结果 [14,15]。这就
产生了在各种“假设”情景下，对耦合了关节多体的个性化肌肉骨骼模型的交互式模拟的需
要，从而来实现优化的系统级运动性能。为此，我们讨论了虚拟环境设计的各种尝试，利用
来自肌肉骨骼分析、优化和基于仿真的工具，使得设计人员能快速评估和系统地定制以及匹
配人机交互。
本章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2.2 和 2.3 节关注人体步态周期和行走的生物力学，而 2.4 节
是研究人类行走，包括基于视觉和非视觉技术的实验运动学方法的综述。此外，还综述了定
量的多体动力学系统的开发，包括骨骼的、肌肉骨骼的和基于优化或基于控制方法的 NMS
模型。计算型肌肉骨骼与关节型系统的相互作用在 2.5 节进行阐述。最后，2.6 节对本章的
显著观点进行了总结。

2.2

人类行走的步态周期
人类行走可以描述为：使个体位置前进的肢体运动的循环模式。假设所有行走周期相

同，研究行走过程可以简化为研究行走周期。
一般来说，这些行走周期中的每一个周期都是由两个阶段组成：单支撑阶段和双支撑阶
段。在单支撑阶段，一条腿在地上，一条腿在做摆动的动作。双支撑阶段从摇摆的腿一接触
地面开始，直到支撑的腿离开地面作为结束 [12]。一般来说，行走和跑步不同，因为在每一
时刻只有一只脚是与地面接触的。
假设我们从右腿开始，从人体垂直方向，第一个行走的步骤中，右腿向前移动并放置在地
面上。第一个稳定行走步骤包括用右腿的单腿支撑来抬起左腿，直到左腿再次放置在地面上。
第二个稳定行走步骤类似于第一个稳定行走步骤，但是该步骤具有左腿的单腿支撑，直到右腿
被提起并再次放置在地面上。连续重复的稳定行走步骤可以获得在径向平面中的持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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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态周期是一次运动重复事件中的两次相同动作连续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人类步态周
期被分成两个独立的区域：站立阶段，表示脚与地面接触的时间段（用 R：站立表示，图 2-1
所示）以及摆动阶段，表示肢体不与地面接触的时间段（用 R ：摆动表示，图 2-1 所示）。在
站立阶段中，脚接触地面，身体的重量可以被支撑，然后身体在随后的站立阶段被向前推
进。站立阶段本身包括如图 2-1 所示的五个事件：（i）脚跟着地（HS），（ii）足部放平（FF），
（iii）站立中期（MS），（iv）脚跟离地（HO），（v）脚尖离地（TO）[11]。
（i）脚跟着地：
步态周期的开始时刻表示为一只脚与地面最初的接触，通常称为 HS 或脚部出击。
（ii）足部放平：
脚的其余部分放下来与地面接触的时刻，并且接触的地面通常是由腿支撑全身重量的地方。
（iii）站立中期，被定义为质心直接在踝关节中心上方。这也用作髋关节中心在踝关节上
方的瞬间。
（iv）脚跟离地发生在当脚跟开始抬离地面，准备向前推进身体的时刻。
（v）脚尖离地，作为站立阶段期间发生的最后一次接触事件。
步态周期中的事件显然是在类似的序列中发生的，并且与时间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循
环通常以百分比而不是以经过时间来描述的原因。初始 HS 指定为 0%，同一只脚的后续 HS
为 100%（0 ～ 100%）。在正常的步态周期中，髋、膝和踝关节会经历一定范围的动作 [16]。
图 2-2A 展示出了不同速度下这些动作的角度范围。髋关节运动可以分为两个基本运动：第
一个，髋关节伸展，发生在站立阶段期间，并且主要具有稳定躯干的作用；第二个，髋部弯
曲，发生在摆动阶段期间。在站立阶段，膝盖是肢体稳定性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在摆动阶
段，膝盖的灵活性是肢体自由前进的主要因素。在 MS，总体重转移到弯曲的膝盖。踝关节
的运动范围不大，但对于站立期间的前进和减震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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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B）在正常步态周期中地面的反作用力

2.3

正常人类行走的生物力学
正常人行走可以用类似于双摆的策略来解释。在向前运动期间，离开地面的腿从臀部向

前摆动。这个摆动是第一个摆。然后腿用脚跟撞击地面，并滚动到脚趾，采用一种被称为倒
立摆的运动。两条腿的运动协调，使得一只脚或另一只脚总是与地面接触。
在行走过程中，当一条腿通过垂直线时，身体的质心升高到 MS 的最高点，然后在腿伸
展开时下降到其最低点。基本上，动能和势能不断地交换。
为了找到行走期间每个关节处所需的瞬时力矩，必须进行逆动力学分析。因此，应在实
验期间记录动力学数据和所受外力。地面反作用力（GRF）是人类运动期间作用在身体上的
主要力。由于身体质量在所有的三个方向上移动，由垂直力分量和两个剪切力分量组成的
3D 力的向量将作用在接触区域上。这些剪切力通常被分解为前 – 后和内 – 外方向 [12]。与垂
直 GRF 相比，这两个剪切力较小。这里，仅研究垂直 GRF，而不讨论两个剪切力。
图 2-2（B）展示了单个行走步骤的典型垂直 GRF 轮廓。在与地面（HS）接触的瞬间，
垂直 GRF 将为零，并且将在零点几秒内急剧上升到几乎等于体重的大小。在 FF 的瞬间，身
体质量向下移动并且移到腿上。为了使该向下运动减速并同时支撑体重，需要对脚施加大于
体重的垂直力。图里可以看到，瞬间等于体重的 120% 的力被施加到脚上。
在 MS 处，身体质心的运动实际上是向上的。该运动产生向上的加速度，其允许小于体
重的力支撑身体。该受试者在 MS 时显示 63% 的体重。在 HO，身体质量被向前和向上加
速，准备好另一腿的站立阶段。这意味着需要超过体重的力来支撑身体。最后，TO 是失去
与地面的接触并且力返回到零的时刻。M 形图或双峰图是正常步态的典型显示方式，用于显
示力相对于体重的波动 [12]。
在站立阶段，身体着地时，施加到脚的力是向后的；在身体抬起和向前方更快地移动
时的站立阶段，施加的力是向前的（在图 2-1[18] 中，用黄色箭头（印刷版本中是浅灰色）示
出）。我们可以假定合力的作用线穿过整个身体质心的位置。

2.4

人类行走的量化模型
步态分析已经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用以提供关于人类行走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定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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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早期的步态分析通常致力于实验观察来研究运动学和动力学。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可
能会带来不适，甚至造成相关损伤。因此，并不总是可以使用人类受试者进行实验。一种可
行的方法是将计算建模的能力与可用的无创性仪器相结合，以确定在实验中不容易获得的信
息。因此，这些挑战阐明了多指多体系统建模的重要性。然而，仅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高
逼真度的肌肉骨骼模型计算和分析已经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肌肉和关节功能 [18-20]。本节提出了
人类行走建模和模拟的综述。
临床医生的一个重要挑战是理解观察到的运动模式和肌肉行为之间的关系 [21]。不幸的
是，目前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数据分析工具可用于患者数据解释。一些建模工具目前已经开
发，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缺乏整合真实底层功能的关节行为 [22]。为了提高我们对肌
肉行为和运动数据之间关系的理解，建模工具必须保证模型中的关节运动学被正确验证，以
确保有意义的解释。一旦可以建立适当的通用模型，通过合适地调整和验证，便可以用于进
一步通过模拟去获得临床相关的肌肉信息 [22]。Sholukha 等人 [23] 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的方法，
其允许将准确的关节运动信息与使用基于标记的立体摄影测量法（即，从固定在对象的皮肤
上的反射标记收集的骨移位）或无标记的单摄像机硬件收集的运动分析数据相融合。他们描
述了一种基于模型的人类运动数据重建方法，通过一种可扩展的方法，将关节生理运动学与
肢体段姿势组合，最终呈现出生理学上可接受的人类运动学。

2.4.1

人类行走的运动学

为了理解人类行走的运动学，有必要跟踪人类的运动。开发用于分析计算机模拟中人体
运动的第一组工具便是基于正向和逆运动学的 [24]。这些工具使用人体运动的经验和生物力
学知识，以便计算实际运动。在正向运动学中，关节式人类运动的状态向量随时间推移而变
化，插值技术被用在动作之间的位置使得动作更加平滑。逆运动学算法可以用于解决一些约
束，例如脚穿透地面。大多数用于产生人工合成运动的运动学方法依赖于生物力学知识，并
结合正向和逆运动学计算运动 [25]。这里提出的运动学技术需要对基本行走运动机制有一定
了解。这些模型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们提供的高阶参数（例如，速度、加速度、步长），这
些参数可以引导不同步态的产生。另一个优点是这种计算的成本比较低。这种方法的目标是
直接对捕获动作得到的实验数据进行处理。使用光学技术，可以存储位于人体上标记的位置
和方向。进一步计算提供了人造骨架和真实骨架之间的链接，以便使数据适应新的形态。
一般来说，存在不同类型的人类运动跟踪系统，包括基于非视觉的跟踪系统和基于视觉
的跟踪系统（标记和无标记）。
1. 基于非视觉的跟踪系统
基于非视觉的系统采用附接到人体的传感器技术来收集人的运动信息。这些传感器通常
被分类为机械的、惯性的（例如，加速度计和陀螺仪）[26]、声光惯性的、无线电或微波的 [27]
和磁性的 [28] 感测。这些系统不会遭受“视线”问题。
骨骼运动也可以通过立体射线照相、骨针 [29] 和 X 射线荧光检查技术 [30] 直接测量。虽
然这些方法提供对骨骼运动的直接测量，但它们是侵入性的或者说它们需要人暴露在辐射中
使其遭受辐射。实时磁共振成像（MRI）提供骨骼、韧带和肌肉位置的无创和无害的体内测
量 [31]。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阻碍自然运动模式，并且当试图将这些类型的测量推断为自然
运动模式时必须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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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视觉的跟踪系统
这些技术使用光学传感器（例如，照相机）来跟踪人类运动，该技术需要将标识符放置
在人体上来进行捕获。在这里，我们回顾下两个跟踪人类运动的现有系统：基于标记的和基
于无标记的视觉系统。
（1）基于标记的跟踪系统
基于标记的视觉系统已经吸引了医学和工程学研究者的注意。在该系统中，标记的移动
用于确定两个相邻段之间的相对运动，目的是精确地限定关节的运动。由于标记的独特外
观，这些系统能够最小化对象运动的不确定性。这个基本理论被用于当前最先进的光学运
动跟踪器中。Qualisys、Vicon、Codamotion 和 Polaris 系统是运动捕捉系统的几个商业化案
例。Qualisys（QualisysMotion CaptureSystems，哥德堡，瑞典）由多个相机组成，每个相机
发射一束红外光。体积较小的反射标记放置在要跟踪的对象上。红外光闪烁时相机进行拍照
捕捉。然后，系统通过组合来自若干照相机的 2D 数据来计算反射目标的 3D 位置。Vicon 系
统还用于通过优化的试验骨架参数来计算关节中心和节段的方向。例如，Davis 等人报道了
使用 Vicon 系统进行步态分析的研究 [32]。Codamotion（Charnwood 动力学有限公司）是另一
个主动的视觉跟踪系统，预先校准了 3D 测量，无需重新校准。当背景照明变化且不可预测
时，Polaris 系统也特别有效。
（2）无标记视觉系统
可以使用用于特定对象模型的无标记运动捕获（MMC）跟踪系统来实现 3D 人体运动学
的精确测量。除了不需要标记外，还将显著地减少患者准备时间，并且能够在研究和临床实
践中对人类运动进行简单、有效率和潜在的更有意义的评估。使用 MMC 系统精确测量下肢
[33]

和上肢的 3D 人体运动学的可行性在文献 [34] 中得到证实。例如，新进报告的点云技术使

用放置在每个段上的大量标记来最小化皮肤移动伪迹的影响 [35]。

2.4.2

人类行走的动力学

通常，有两种方法来执行步态模拟的运动方程：正向动力学和逆动力学。正向动力学通
过具有指定初始条件的运动积分方程，从给定的力和关节力矩与肌肉激励来计算运动。相
反，逆动力学计算可以得到系统的规定运动的相关关节力矩。在逆动力学框架中，主要问题
是找到将导致期望运动的关节力矩和肌肉力 [122]。
广义上讲，在文献中人类运动模型被分为三类（如图 2-3 所示）：骨骼模型，其中所有的
效果模型被建模为应用于关节的简单曲线；肌肉骨骼模型，其中肌肉群包括在系统动力学中；
NMS 模型，其中由肌肉和骨骼系统产生的人体运动由 CNS 控制。图 2-3 解释了各种模型的
特征，并详细讨论了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1. 骨骼建模
骨骼建模已经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领域，特别是在人型机器人中 [36-38]。在该模型中，关节
处的肌肉群集中并由关节力矩表示。因此，由于其简单和计算效率好，骨骼模型通常用于双
足行走模拟中。这些简化的机械模型的 DOF 数量是非常不同的。简化的机械模型可以根据几
何学被分类为平面或空间模型。对于平面模型，由于研究横向运动的复杂性，可以假定步态
运动在径向平面内 [39-45]。另一方面，对于空间模型，需要考虑径向和侧向的行走运动 [46-50]。
在文献中对使用刚性关节多体系统来开发真实且平滑的人类行走已经进行了若干尝试。

30

第一部分 人类肌肉骨骼系统的建模及应用，人类运动的计算分析、建模及应用

例如倒立摆模型 [36,51]、被动动态行走 [52]、Zero-moment 点（ZMP）方法 [37,53]、基于优化 [49]
与控制的实现方法 [54]。
神经指令

骨骼模型

肌肉骨骼
模型

图 2-3

神经肌肉骨骼模型

人类建模的分类

（1）使用倒立摆模型的骨骼建模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势能和动能在人行走期间定期交换。因此，简单的倒立摆模型可
用于模拟双足运动。这种方法使用一种把体重集中在重心（COG）处的简单摆锤模型。该模
型总是可以有模型 COG 轨迹的闭合解析解。然而，通过这种方法难以产生自然和平滑的双
足行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Kudoh 和 Komura[50] 提出了一种名为“角度引导倒立摆模型”
的改进型倒立摆模型，来产生连续的步态运动。该方法可以容易地处理 COG 周围的角动
量。使用这种方法，即便没有加速度不连续性，也可以规划双足动物机器人的运动路径，甚
至可以在从单支撑阶段到双支撑阶段的切换期间进行规划，在径向面和前向面中也可以。
为了解决运动的连续性，用于自然的人类步态模式 [55] 生成的重力补偿倒立摆模型被提
出。该模型可以适用于自由腿预定轨迹的自由腿动力学作用。一部分重量被分配给自由腿，
另一部分重量被分配给身体的其余部分。假定自由腿的质量集中在脚部。COG 的轨迹通过
求解双质量倒立摆的线性方程解析地获得。通过将摆动腿的动态作用看做是双质量倒立摆模
型和多质量倒立摆模型，该模型可以被进一步的开发。该机构模型不包含躯干有 12 个自由
度组成，设计的行走运动被限制在径向面 [43]。
（2）被动动态行走的骨骼建模
被动动态学行走的想法是，骨架模型只由重力驱动，沿着斜坡自动下坡，没有驱动和
控制。他们可以以类人的步态行走下坡。这个概念最早由 McGeer 提出，他研究了类似圆
规的结构，该结构实现了在被动径向的下斜坡，只需要重力诱导运动而没有任何驱动和控
制 [56,57]。腿作为钟摆自然地摆动，角动量的守恒控制了摆动脚与地面的接触。因此，该模型
简单并且节能。被动动态行走已经从 2D 径向面模型发展到 3D 空间模型。此外，一些形式
的驱动和控制被添加到模型中以扩展动态在平地上进行被动行走 [52]。小型的动力源被引入
来替代重力来扩展在水平地方上进行被动动态行走。Kuo[58] 将平面被动动力学拓展为 3D 双
足运动，使得可以在斜坡面上下行走。Collins 等人 [59] 建立了第一款带有膝关节的 3D 被动
动态行走机器。该模型具有四连杆径向模型，其具有膝关节、弧形双脚、柔性脚后跟和带有
机械约束的手臂以实现和谐与稳定的步态。此外，3D 被动动态行走模型最近被用来研究人
类行走过程中的手臂摆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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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 ZMP 方法的骨骼建模
另一种使用刚性链接多体动力学系统来开发真实且自然的人类行走的方法是 ZMP 轨迹
生成。这种方法是一种快速有效的人形步态模拟方法。ZMP 是一个重要的动态平衡标准，
并在动态人类行走的稳定性分析中发挥主要作用 [53]。零力矩点是与人形机器人的动力学和
控制相关的概念。它规定了在脚与地面的接触处的一个点，在该点上动态反作用力在径向平
面上的水平方向上不产生任何力矩，即，水平惯性的总和和重力都为零。该概念假定接触面
是平面的并且具有足够高的摩擦以保持脚部不滑动。ZMP 的发展历史和一些基本概念的详
细解释在文献 [61] 中首次进行了综述。Kajita 等人 [38] 结合倒立摆模型与基于 ZMP 的方法来
规划双足机器人的行走运动。机器人的多体动力学用 3D 倒立摆模型表示，从而有效地计算
ZMP。Hirai 等人 [62] 开发出了一种本田人形机器人，该机器人有 26 个自由度：2 条腿各有
12 个自由度同时 2 条臂各有 14 个自由度。ZMP 方法的一般过程是先计划期望的 ZMP 轨迹，
然后导出实现该 ZMP 轨迹所需的髋（臀部）关节或躯干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全身行走运
动被分解为三个部分：GRF 控制的动作、ZMP 控制的动作和脚着地位置控制的动作。
在 ZMP 中，基本思想是执行跟踪期望的 ZMP 位置的机制。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动力学方
程仅用于公式化平衡 ZMP 约束，而不是直接生成整个运动轨迹。
（4）使用基于优化方法的骨骼建模
在使用优化方法的双足行走模拟中，理想的是使用精确的人类模型优化整个行走运动，
包括所有物理细节。然而，这种详细和准确的模型需要强大的计算资源。因此，文献中使用
的数学步态模型通常被简化。Chow 和 Jacobson[63] 首先使用了用于步态运动模拟的最优规划；
然后，基于优化的方法 [47,49]，成功开发一个更复杂的 3D 骨架模型，用于步态模拟。
复杂的行走运动包括完整的步态周期中的七个阶段 [12]。对于基于优化的仿真，步态周
期被简化，使得其仅覆盖部分步态运动。在文献中，基于优化方法的骨骼建模的简化步态周
期通常分为四组：1）单支撑摆动 [63] ；2）单支撑与瞬时双支撑 [40,48] ；3）单支撑和双支撑一
步 [41,49]；4）完整的步态周期 [64]。
一般来说，对于骨架模型的步态优化有两种方法：正向动力学优化和逆动力学优化 [123]。
对于正向动力学优化问题，力和力矩是设计变量。通过最小化人类性能度量值或受到身体约
束的肌肉活跃值来计算最佳步态。在优化迭代期间，通过将具有初始条件运动方程进行积分
来获得动作。正向动力学优化的主要问题是运动方程的积分计算成本高 [39,65]。这种方法的优
点是直接优化输出的力，并且在优化期间从运动方程产生动作。
对于骨架模型的逆动力学优化，设计变量是关节角度分布。优化问题通过步态运动的
优化进行解决。在优化迭代期间，从运动方程直接计算输出力，从而避免它们的数值积分。
逆动力学优化具有计算高效性，这是因为运动方程没有在求解过程中进行积分 [40,47,66,67]。因
此，不像正向动力学，逆动力学更好地用于优化过程从而避免运动方程的积分 [68]。
在优化问题中，需要决定：哪些物理量应该被当作未知数（设计变量），哪些目标函数
应用于驱动人体运动，以及应该对特定任务施加哪些约束。因此，不同公式化的表征导致了
各种优化问题，并且它们的解决方案和数值性能是非常不同的。在文献中通常使用用于模拟
行走运动的骨架模型的如下性能进行测量：机械能、动态力、冲击、稳定性和关节力矩的最
大绝对值。与人行走模拟相关联的约束被分类为：i）身体约束，例如关节角度限制、关节力
矩极限；ii）特征约束，例如连续性和单侧接触约束。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要被限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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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测量数据 [69]。
文献 [44] 通过使用逆动力学优化方法在水平地面的径向面上，模拟了一个完整的步态
周期。行走被公式化的表述为带有多个约束的最佳运动任务，这些约束是关于作为完整步态
周期性能标准的机械能消耗的最小化。机械模型具有七段连杆，且用傅里叶级数近似关节
曲线。
参考文献 [67] 使用 8 段 3D 模型来模拟步态周期的正常行走。髋、膝和踝关节的伸展 /
屈曲运动在实验被测量并作为约束进行处理。输入的运动被重建为运动学和动力学一致的
3D 运动。在另一项研究中，为实现径向面单支撑的一个七连杆平面双足机器人被用来解决
步态运动的优化问题 [39]。步态模拟的优化问题被视为一个连续问题，并通过最优控制方法
解决。该方法基于用作数学优化工具的庞特里雅金极大原理进行实现。该方法应用于具有运
动学树状拓扑的机械系统，如串联机器人、行走机械和铰接式生物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导出最优控制方程。当使用大自由度机械模型时，该算法不是有效的。这项研究扩展到一
个在径向面上移动的 9 自由度模型，然后一个优化用于骨骼模型循环、对称步态的运动方法
被用来最小化驱动力矩 [45]。Bessonnet 等人 [46] 将他们的 2D 模型扩展到具有 13 个自由度的
3D 骨骼模型上。最优控制问题被形式化为非线性规划问题，其中动力效应被看做是需要被
最小化的人类性能度量值。在所使用的参数优化问题中，常微分方程离散化为代数方程，并
且在时间网格点处简单地施加时间相关的约束。
Xiang 等人 [49] 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使用 55 个自由度的骨骼模型来模拟一步式空间数
字化的人体行走运动。所提出的方法基于行走时对人的动力效应进行最小化的优化公式。该
公式考虑均衡和周期性的正常行走以及 GRFs。全部约束与目标函数的递归拉格朗日动力学
和分析梯度都被纳入到该优化公式中。用从运动捕获实验获得的六个行走决定因素用来验证
预测的行走动作。该公式在预测关节扭矩和 GRF 时都可以展现出较高的逼真度。
（5）使用控制算法的骨骼建模
带有跟踪控制的双足运动模型是在双足行走文献中提出的另一种方法。跟踪控制选择适
当的输入力 / 扭矩来驱动双足机构跟随所期望的预先计划的动作。关键问题是：在使用跟踪
控制之前如何去获得期望的行走轨迹。该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实现：i）通过从人
体运动实验构建数据库的运动捕捉方法产生期望的行走轨迹 [70] ；ii）使用倒立摆模型或基于
ZMP 的方法合成期望的行走轨迹。现有文献报告了已经实现的各种控制算法，例如，反馈
控制 [55] 和智能控制技术 [54]（神经网络 [71]、模糊逻辑 [72]、遗传算法 [73]）和它们在人形机器
人系统领域的混合形式（神经 – 模糊网络 [74]、神经遗传和模糊遗传算法）。
最优控制将模型从初始状态驱动到最终状态，同时最小化代价函数。标准最优控制问题
是：在时间间隔中找到能够使性能测量最小的控制历程 τ（t）。双足行走的最优控制等效于
连续正向优化问题，其中连续输入关节力矩在公式中被视为未知数 [45,63]。
2. 肌肉骨骼建模
肌肉骨骼模型已经在生物力学领域中广泛使用。许多人类行走特征不能由刚性链接机械
模型（骨架模型）来表示。使用肌肉骨骼模型的生物力学步态分析可以给出更多的关于人类
行走的生理学细节。相对于骨骼模型，肌肉骨骼模型旨在预测肌肉级别的运动和力量。这对
于病理学研究至关重要，它加深了我们对行走运动中肌肉激励的理解 [5,18,75]。
肌肉收缩动力学控制肌肉活动到肌肉力量的转化。一旦肌肉开始施加力，肌腱（与肌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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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将力从肌肉传递到骨骼。这种力被命名为肌肉 – 肌腱力。关节力矩是肌肉 – 肌腱力乘以它
们对应的力矩臂的总和。每个肌腱单位中的力都对关节周围的总力矩产生贡献。肌肉骨骼的
几何构造决定了肌肉的力矩臂性能（肌肉力量取决于肌肉长度，即经典的肌肉“长度 – 张力曲
线”）。重要的是要注意，肌肉的力矩臂不是恒定值，而是随关节角度的函数而变化 [20,76]。
肌肉骨骼建模已经广泛应用于运动科学中的问题，包括：a）了解几何和肌腱属性如何
独立影响肌肉进行关节运动的能力 [8,77]；b）评估肌肉在各种任务中加速身体关节的能力，如
行走、跳跃和骑自行车 [6] ；c）分析整形外科手术如肌肉移植是如何改变肌肉的长度和力矩
臂的 [78]。例如，Riewald 等人 [78] 使用肌肉骨骼建模、神经肌肉控制和正向动态模拟来观察：
直肌股腱移植手术在脑瘫患儿支撑面被扰动后恢复平衡所起的作用。但是，建模最常见的用
途还是确定肌肉力量和关节负荷 [18,20]。有关肌肉力量的精确知识可以改善对运动障碍患者的
诊断和治疗。
预测患者特异性关节接触和肌肉力量的能力可以明确地改善对行走障碍的治疗。肌肉协
同分析，即将大量肌肉 EMG 信号分解成少量协同控制信号，可以降低肌肉和接触力预测过
程的维度，从而减少冗余。在参考文献 [79] 中，作者调查在行走期间，使用主体特异性协
同控制是否可以对膝关节力的优化预测进行改善。在优化问题中，肌肉激励的平方和最小值
被用来研究协同控制是如何影响到膝盖接触力预测的。
或者说，逆动力学法以测量标记的位置和作用在身体上的外力作为方法的起点。例如，
在步态分析中，可以使用基于相机的视频系统记录附接到参与者肢体的标记位置，并且使用
力测量平台来记录外力。相邻肢体节段上的跟踪目标用于计算节段的相对位置和方向，并且
从这些数据中计算关节角度。通过微分这些数据来获得速度和加速度。将加速度和施加在身
体上的其他力的信息（例如，从力盘记录到的力的信息）输入到运动方程以计算相应的关节
反作用力和力矩。如果包括肌肉骨骼几何形状，则可以从关节力矩估计肌肉力量。然而，逆
动力学有重要的局限性：i）难以测量和估计每个段的惯性和质量；ii）差分位移数据是病态
的并且对噪声敏感；iii）肌肉的共同收缩是非常普遍的，并且产生的关节反作用力和力矩都
是净值；iv）跨越每个关节有多个肌肉，并且从关节力矩到肌肉力矩的转变产生许多可能的
解决方案，并且都不能容易地确定；v）没有验证的模型，用于给出从肌肉力量到肌肉激励
的逆变换。
一种明智的进行方式是将计算建模的能力与可用的测量值相结合，以确定不容易从实验
获得的信息。肌肉和关节功能在以下信息可用时可以被确定：i）对地面施加到身体的力的精
确测量，ii）身体节段性运动的准确测量，iii）肌肉和关节接触负载的准确知识。在步态分
析实验中，力测量平台用于测量 GRF，而基于视频的运动捕获技术用于监测身体节段的 3D
位置和方向。X 射线透视 [30] 和 MRI[80] 也用于记录体内动态关节运动。
人类动作的综合涉及：运动序列的精确重建，肌肉骨骼运动学、动力学和致动器的建
模，以及可靠性能评价的特征描述。机器人学中的基于任务的方法可以提供新的肌肉骨骼建
模方法和精确的性能预测。Khatib 等人 [81] 提出了一种用于实时重建人类运动轨迹的新方法，
即使用跟踪新的人类性能度量值来作为直接标记，并使用一个任务驱动的肌肉作用的最小化
评价标准。通过控制模拟人类模型的动态运动重建方法能够实时跟随捕获的标记轨迹。
肌肉骨骼模型是机械冗余的，因为每个关节被多个肌肉跨越，并且肌肉力量的许多组合
可以产生净关节力矩。例如，超过 15 个肌肉控制髋关节的 3 个自由度 [18]。此外，双关节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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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交叉于两个关节，因此有助于对两个关节同时施加净力矩。因此，不可能单独地从净关节
力矩的计算中辨别单个肌肉的动作。
这种肌肉骨骼冗余允许用于执行任务的肌肉激活模式可以有无限数量的组合。通常，通
过假设一些优化标准来解决冗余分辨率，例如，使肌肉张力 / 应力最小化 [82]。这些优化标准
用来从满足生物力学约束（如关节扭矩、关节接触力 [79] 和关节阻抗 [83]）的无数种解决方案
中，确定肌肉激活模式的唯一一种解决方案。肌肉激活模式中最典型的生物力学约束是基于
实验测量的运动学的（例如，关节角度）和动力学的（例如，GRF），并且能被最终定义的单
个或多个的优化标准。这样的逆向实现方法可以识别最佳解决方案 [75]，这些方案是用于捕
获可由实验测量的肌肉活动模式的主要特征。
（1）使用优化方法的肌肉骨骼建模
由于建模和数值模拟的更有效以及鲁棒的算法可用性和计算能力的巨大进步，在最近十
年中，使用肌肉骨骼模型的研究进展是飞速的。诸如优化方法这类的计算方法已经被广泛地
用于模拟和分析人的运动。随着优化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变得更具吸引力。该方法可以处
理大规模的模型，并且可以同时优化任何与人相关的性能测量。更多的设计变量可以被包括
在优化公式中，从而实现更自然的对人类行走的模拟。对于人类行走模拟，该方法对所有必
要约束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最佳运动和关节力的分布 [69]。
如前所述，在肌肉骨骼模型的正向动力学优化中，肌肉力量是优化问题的设计变量。在
优化迭代过程中，通过将带有初始条件的运动方程与进行积分来获得运动。这种方法的优点
是力矩可以直接优化，运动由优化过程中的运动方程产生 [5,84]。
使用优化的人体运动的肌肉骨骼建模往往是一个大规模非线性规划问题。近年来，在人
类行走模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利用大规模肌肉骨骼系统的优化技术 [5,84,85]。
人类运动是如此高效，CNS 试图去最小化代谢成本，即最小化每单位距离内所消耗的能量。
在文献 [86] 中，比较了在使用不同的山型肌肉能量模型的人类行走的正向动力学模拟中，
力学和动能学的预测。在用于模拟行走运动的肌肉骨骼模型的文献中通常使用以下性能测量
值：动态效应、机械能、肌肉激活度、疲劳和代谢能量。事实上，人类运动可以由多个性能
度量来支配，并且多目标优化方法也可以用于步态模拟。
在临床研究中，肌肉力量是主要的关注点，而不是净关节扭矩。在优化问题中，肌肉
力量可以用两种方式包括在公式中：i）静态优化，其中可以使用每个关节处的平衡方程将
关节扭矩分割成各自的肌肉组 [75,84] ；ii）动态优化公式，其中肌肉力矩可以作为动力运动预
测的设计变量，然后，肌肉力矩和净关节扭矩之间的平衡方程简单地作为优化公式中的等
式约束 [5,18,84]，虽然该方法需要更多的计算工作。然而，被评估的性能度量值随着时间的推
移，如总肌肉力量 [81] 或代谢能量消耗 [84]，可以在第二个公式中考虑，但不在静态优化中进
行考虑。
文献 [6，18] 综述了带有肌肉骨骼模型的人体运动的计算机建模和模拟，这些建模和模
拟使用了正向动力学的优化方法。这些文献详细介绍了肌肉建模和计算问题。此外，正向动
态优化方法通过模拟人类跳跃、行走和踩踏运动来说明。
Anderson 和 Pandy[84] 开发了一个具有 23 个自由度机械连杆和 54 个肌肉的 3D 肌肉骨骼
模型，用于使用正向动力学优化方法在水平地面上进行正常的对称行走。肌肉力量被视为设
计变量，并且每个单位距离的代谢能量消耗被作为是需要被最小化的人类性能度量值。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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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能量通过总共五个方面进行计算：休息时的热量、活跃时的热量、维持时的热量、缩短
时的热量，以及模型中所有肌肉完成的机械功。然后，该模型用于分析人类行走，并且许多
对于正常和病理步态的肌肉功能的见解见参考文献 [87]。
如上所述，通常使用两步法来估计肌肉 – 肌腱力和关节反作用力：首先通过静态优化过
程计算肌肉 – 肌腱力，然后根据力平衡推导出关节反作用力。然而，这种方法不支持去研究
肌肉 – 肌腱力和建立平衡的关节反应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关节的反作用力是经常被高
估的。Moissenet 等人采用了基于一步静态优化过程的 3D 下肢肌肉骨骼模型，该静态优化
过程允许在步态期间同时进行肌腱、关节接触、韧带和骨骼力量的估计。
Neptune 等人 [5] 提出了一种驱动模型跟踪测量的关节角度分布和 GRF 的方法，该方法
使用肌肉驱动的正向动力学优化方法。模拟分析显示，涉及五个肌肉激活模块的简单神经控
制策略足以执行行走的基本子任务（即，身体支撑、向前推进和腿摆动）。在径向面中的肌
肉骨骼模型由 13 个肌肉群驱动的 7 个刚性节段组成。从右 HS 到随后右 HS 的完整步态周期
被模拟了出来。模拟和实验之间的运动学和 GRF 的差异被最小化，并且肌肉动作在优化公
式中被视为设计变量。
参考文献 [89] 研究了不同性能标准对使用 2D 肌肉骨骼模型的预测步态模式的影响。在
这项研究中，机械模型用 7 个刚性节段与 9 个自由度来模拟单步行走和来产生周期运动。每
个下肢包括 8 个肌肉群。在优化问题中，状态变量、控制和肌肉活跃度都被视为设计变量。
该文献的目的是揭示代价函数的选择对步态的预测运动学和肌肉代偿模式的影响。一系列步
态的预测模拟通过使用一组代价函数来验证性能，这些代价函数包含了在文献中出现的众多
的传统性能指标。该文发现：类疲劳代价函数可以预测更真实的正常步态。
通过定义生物力学的约束，基于优化的方法决定了肌肉力量的无数解之中最佳的解。然
而，肌肉活跃度的最佳模式的偏差也可以满足这些约束。从最佳解中表征肌肉活动中所有这
些可行的偏差，将有助于解释肌肉活动模式中的实验变化。此外，偏差还有助于解释这些生
物力学约束如何影响到最佳的解，且影响所有可能解的集合。以前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90-92]，
对给定运动定义了可行的肌肉激活范围。
（2）使用基于控制的方法的肌肉骨骼建模
在基于控制的方法的肌肉骨骼建模中，有两个主要问题：实验数据收集和用于跟踪测
量轨迹的合适的控制器。一般来说，为完成人类受试者的适当实验还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i）应当招募合适的受试者；ii）应当设置好实验方案；iii）应当校准仪器，应当过滤噪声，
并且应当量化误差；iv）要求一定的实验经验和技能，便于对人类受试者进行良好的实验；
v）需要选择和设计适当的控制器来提供关于关节扭矩的反馈；vi）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应当被
简化；vii）控制器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应予以考虑和测试。一旦控制器被调整和验证，基于控
制的方法可以用于获得关节扭矩和基于测量的实验数据的肌肉力量 [75]。
控制方法也可以建立在优化问题中来计算肌肉力量，如由 Thelen 和 Anderson 开发的计
算肌肉控制的方法 [75]。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一种有效的方法，用于生成人类行走的肌肉
驱动的模拟，紧密地再现运动学和 GRF 的实验度量值。在该方法中，采用正向动力学和反
馈控制来获得关节驱动转矩，该转矩可以驱动模型的运动轨迹能够朝着从实验获得的一组期
望轨迹进行运动。然后，通过使用静态优化算法来计算肌肉力。这种方法比使用正向动力学
优化方法的动态肌肉优化算法更有效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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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控制也将模型从初始状态驱动到最终状态，同时最小化成本函数。肌肉骨骼模型的
最优控制等效于：连续输入关节扭矩在公式中被视为未知的、连续正向优化问题 [7]。
3. NMS 建模
NMS 建模是来处理在 CNS 控制时由肌肉和骨骼系统产生的人类运动的建模。此模型对
于多个不同目的来说都很重要，这些目的包括：i）研究神经系统如何控制未受损的人和患
有由中风或脑瘫引起的痉挛状态的病人的肢体运动 [93,94] ；ii）研究瘫痪肌肉的功能性电刺激；
iii）设计肌电控制肢体的原型系统。
人类 CNS（中枢神经）系统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它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正如我们前面所
述，优化算法和基于控制的方法可以用于准确地近似 CNS，以便预测和分析人的运动。在优
化方法中，CNS 被认为是几种人类性能度量值中一种，也是作为约束的来自实验辅助信息之
一。因此，它可以模仿整个 CNS 行为系统。该方法的弱点是难以获得完全平滑、自然和重复
的运动，因为目标函数只表示部分 CNS，除非更多的约束被用来驱动运动 [69]。因此，优化算
法只善于解答：因为不同的输入使得优化问题的解决改变了某些条件时，人们是如何表现的。
相反，基于控制的方法首先从实验上重复完整的人体运动，然后使用控制器来表征
CNS 去驱动模型通过要被测量的轨迹。该方法的优点是 CNS 更好地近似地去重建所记录的
人类运动。因此，可以正确跟踪和模拟自然的、特定对象的动作。它适合研究病理步态和相
关的肌肉力量，以揭示运动背后的物理规律。因此，基于控制的方法通过跟踪相应的实验数
据，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人们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 [93,95]。
Buchanan 等人提供了前向动态 NMS 建模的综述，其中详细讨论了肌肉力和关节力矩的
估计，以及来自神经指令运动的测量。他们的“四步过程”的第一步（如图 2-4 所示）：肌肉
活跃动力学支配着从神经指令到肌肉活跃度测量的转变，采用 0 到 1 之间的时变参数表示。
神经指令可以取自 EMG 信号，其中当神经指令需要增加或减少肌肉效应时，EMG 信号的
幅度将被改变。在第二步：肌肉收缩动力学表征肌肉活跃度如何转化为肌肉力量。第三步：
需要肌肉骨骼的几何模型，用于将肌肉力量转换为关节力矩。最后：运动方程允许关节力矩
被转换为肢体加速度和关节运动。

肌肉指令
EMG 信号
肌肉活跃
动力学

肌肉力量
肌肉收缩
动力学

图 2-4

关节力矩

肌肉骨骼
几何形状

肢体加速度
多体
动力学

∫∫

θ

研究人类运动的 NMS 模型

然而，正向动力学方法具有一些限制，包括：i）从 EMG 信号估计肌肉活跃度是困难的；
ii）从肌肉活跃度到肌肉力的转变尚未完全理解（虽然从 EMG 直接测定肌肉力的一种方式是
使用优化算法），因为在动态收缩期间测量的 EMG 信号的水平与肌肉可能产生的力的量之间
没有已知的相关性；iii）肌肉力矩臂和作用线的测定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Seth 和 Pandy

[95]

开发了神经肌肉骨骼跟踪（NMT）方法，用来从观察到的运动数据估

计肌肉力量。该方法由两个阶段组成：骨骼运动跟踪控制和最优神经肌肉跟踪控制。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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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中，骨骼运动跟踪控制器计算所需的关节转矩，需要计算骨架模型和跟踪观察到的节段
角度和在运动任务的正向模拟中的地面支持力。在第二阶段中，使用最优神经肌肉跟踪控制
器，去跟踪在第一阶段中获得的关节扭矩来确定最佳肌肉激励和肌肉力。并且，将所提出
的 NMT 方法与常规方法，例如逆动力学分析和前向动力学优化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NMT 在逆向和前向动力学方法方面给出更准确和更有效的模拟。它跟参数优化相比，
需要少三个数量级的 CPU 时间。该方法的速度和准确性使其成为通过实验获得的运动学和
地面支持力数据来估计肌肉力的适当工具。

2.5

肌肉骨骼与铰接系统交互的计算分析
在生物力学领域，基于铰接多体系统框架已经开发了许多计算工具用于肌肉骨骼系统的

运动学和动态分析 [124]。受约束的肌肉骨骼模型可以通过在解剖组件上放置约束来模块化地
构建。这样的肌肉骨骼分析工具允许监测人类内部变量，例如肌肉长度、力量、肌肉 / 腱 /
关节的反应、代谢功率消耗和机械功。
例子包括 LifeMod、SIMM 和 AnyBody 等商业工具，以及 OpenSim 等开源软件，用于
跟踪人体运动，计算肌肉 – 肌腱力，分析正常和病理步态 [1-3]。在这些软件包中，AnyBody
建模系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用于建模和分析各种肌肉骨骼系统 [97]。AnyBody 肌肉骨
骼模型被确立为一个受约束的铰链多体系统，该系统带有能驱动系统运动的多肌肉连接的刚
性骨骼。运动的支配方程可以从该多体系统的约束动力学方程中得到。肌肉 – 肌腱力分布
的不确定性通过采用优化方法解决。在 AnyBody 中，冗余分辨率采取最小肌肉活动最小化
的形式，受到相同约束和非负肌肉力约束。例如，在参考文献 [3] 中，通过四个骨节的真实
CT 扫描信息来开发拇指的生物医学模型，并由 Anybody 中的九个真实肌腱激活，然后通过
基于优化的方法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
此外，也开发了图形用户界面（GUI）以便于用户去熟悉 AnyBody 的设置（例如，使
用 单 选 按 钮 和 滑 块）， 从 而 支 持 通 过 手 动 改 变 适 当 的 设 计 变 量 来 执 行 参 数 研 究 [15]。 使 用
MATLAB 处理优化过程、数据操作和与 AnyBody 的接口，并且优化的结果还可以从 GUI
内显示（参见图 2-5 和图 2-6）。
与 AnyBody 相比，OpenSim 使用正向动力学方法解决肌肉骨骼问题。OpenSim 是开源
软件，其中包括建立多体系统的运动方程表达的所有计算元件、支持进行数值积分、求解非
线性约束优化问题。该软件还提供了可访问的控制算法，如计算肌肉控制、执行器和分析
（例如，肌肉引起的加速度）。OpenSim 把所有这些组件整合到一个集成的建模与仿真平台。
用户可以通过分析或控制编写自己的插件扩展 OpenSim，或表征 NMS 元素 [99]。
Simbody 是一个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作为 OpenSim 背后的动态引擎。它可以将强大、
高性能、最小坐标下的多体动力学结合到广泛领域里特定终端用户的应用中。Simbody 提供
了一组多样化的工具来处理多体动力学的建模与计算，以确保正确和高效的部署。Simbody
还包括接触建模、数值积分和微分、约束稳定和冗余处理等 [100]。
通过在两个软件工具之间开发一个新的接口，MATLAB / Simulink 的快速模型设计、强
大的控制系统和数值方法优势可以与 OpenSim 的模拟和人类运动动力学优势相结合。在参
考文献 [101] 中，OpenSim 与 Simulink 使用 MATLAB 的 S 函数机制进行集成，并且使用开
环和闭环控制系统演示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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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在一个带有图形用户界面的简化上臂 / 肩部肌肉骨骼模型中，研究肱二头肌参数 [15]

绘图输出

选择肌肉

改变参数

图 2-6

标记模型

动画演示

对下肢 / 髋关节肌肉骨骼模型进行骑自行车运动研究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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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骨骼是用于老年人或残疾人个体的运动辅助的一类新型铰接多刚体系统，并且在与个
体肌肉骨骼系统紧密接触时，它们会起辅助作用。它们还旨在改善由中风引起的残疾人的
康复 [14]、肌肉疾病、脊髓损伤 [102] 等。由 Dollar 和 Herr

[14]

提出的下肢外骨骼的最新技术表

明：行走运动的生物力学知识对于建立以伤害的最小机会与用户交互的外骨骼是非常重要
的。Alamdari 等人全面调查了用于上下肢治疗的临床和家庭康复设备，以识别需要考虑人机
交互的情况。为了训练外骨骼康复的患者，人机交互技术是安全和舒适使用的主要关注点。
例如，在参考文献 [104，105] 中，如图 2-7A 所示：一个线缆驱动的基于末端执行器的外骨
骼系统，命名为 PACER，可以直接与人的手臂配合。在参考文献 [102，106] 中，如图 2-7B
所示，名为 ROPES 的由线缆驱动的外骨骼，可以与人体下肢进行紧密接触。为了对人机交
互进行建模、分析和深刻理解，需要对人体的肌肉骨骼模型，以及外骨骼的多体动力学进行
整合和建模 [15,125]。因此，该模型能够估计在协调运动中的肌肉活动，并设计分析和优化机
器人外骨骼。

7

5

4
1

3
2

6
（A）

图 2-7

（B）

A）平行铰接电缆运动机器人（PACER）：以家庭为基础的线缆驱动的上肢康复训练
[104,105]

统

机构，B）机器人体能训练及系统（ROPES）：一种线缆驱动的机器人下肢康复系

[102,106]

，由七个马达驱动，安装在标有 1-7 的框架上

当设计任何种类的外骨骼时，安全是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因为他们与人类密切相关 [107]。
在过去，设计和测试外骨骼的一种安全方式是在使用之前构建两个机器人；如果主机器人上
存在不必要的危险转矩，那么任何人类使用者就不会受到伤害 [108]。设计外骨骼时的其他标
准是运动范围和产生效应的力量级 [109]。这两个标准决定了匹配人体生物力学时所面临的困
难。因为很难去检测人体关节轴，很难去模拟所有自由度，并且由于运动期间的非最佳固定
而很难去避免外骨骼和人之间的相对运动。
如今，外骨骼测试可以使用多体建模 [110]。多体动力学建模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模拟肌肉
骨骼系统和外骨骼动力学设计外骨骼的强大工具，使得能够以非侵入性方式预测外骨骼产生
的效应力和施加到人体上的力 [111]。直接在人类肌肉骨骼模型上虚拟的设计外骨骼，有助于
将外骨骼运动学限制到人类运动学上。Ferrati 等人 [112] 通过虚拟地重建外骨骼和将外骨骼约
束到人类肌肉骨骼模型中的方法来，来对现有的外骨骼进行分析。这意味着康复可以被虚
拟地量化，并且可以根据损伤情况来测试多种设计。对人体肌肉骨骼模型建立外骨骼的虚
拟原型使得自定义的外骨骼康复变得有可能。Agarwal 等人 [113] 讨论了：直接在肌肉骨骼模
型上虚拟地设计外骨骼模型是可以支持将生物力学、形态学和控制器措施引入去量化装置的
性能。
还比较重要的是：在真正的外骨骼生产之前，要知道外骨骼需要产生了多少力。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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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明智的方式是在设计阶段使用虚拟原型设计环境。在参考文献 [114] 中，一种人 – 外
骨骼的组合模型被建立，并使用 AnyBody 软件在不同的约束下执行动态分析以预测将用户
连接到外骨骼的效果。这种动态分析使得计算人体关节扭矩、和计算肌肉骨骼模型与外骨
骼的相互作用力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由 AnyBody 软件生成的肌肉骨骼模型，
使用运动捕获数据收集的人类受试者数据进行缩放，设计的外骨骼在 SolidWorks 中转换为
STL 模型，并与 AnyBody 软件中的肌肉骨骼模型合并。
参考文献 [115] 提出了一种肌肉骨骼 – 外骨骼的综合系统用来作为外骨骼的最佳设计。
人机交互系统在 AnyBody 中进行实现，并且在该软件中进行系统的运动学上的动态模拟，
通过模拟来协调外骨骼和提升有效载荷的人类手臂。线缆驱动外骨骼的设计参数被描述为优
化问题。文中展示了上肢三个选定肌肉的活动，这些肌肉被认为是手臂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
伸肌和屈肌。通过对主肌肉的活动取平均来评估肌肉的活跃度。这些单独的肌肉力量和弯曲
动作可以用作性能度量值。这种性能度量支持设计者直接评估外骨骼设计的有效性。这些措
施被认为是可以用来分析，原因如下：i）单独的肌肉力量显示哪些肌肉在正在执行的实验中
发挥这重要作用，从而如何修改设计来缓解它们；ii）肘屈曲力矩表示人肘关节承受的负荷，
因此要给出作用在关节上的外部负荷的改进想法 [15]。
使用 AnyBody 软件中的肌肉骨骼模型可以评估：受试者在可调节汽车座椅中的靠背倾
斜的影响，以及悬架系统的垂直振动频率对动态环境中的肌肉活动的影响。这项研究表明振
动频率明显影响腰部的肌肉活动；同样，靠背的倾斜度也明显影响右腿和腹部的肌肉活动。
振动和靠背的向前倾斜的组合可以用于最大化腿部的肌肉活动，类似于腹部和腰部肌肉。类
似地，Rasmussen 等人 [117]，Grujicic 等人 [118] 使用细致的肌肉骨骼计算机模型来检查汽车座
椅设计 / 调整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座椅摇摆角度、脊柱关节力作用下座椅表面的摩擦系数、
软组织接触的法向与切向压力和肌肉活动变化所产生的结果。Ma 等人 [119] 基于逆动力学和
AnyBody 建模系统，分析了垂直方向的全身振动下，正常膝关节姿势与锁住膝关节姿势的
下肢肌肉活动和关节力。
在参考文献 [112] 中，用于下肢康复的虚拟外骨骼被限制在 OpenSim 软件的人类肌肉骨
骼模型里，从而可以研究其行为和评估设计参数。通过使用 OpenSim 内置工具和人类肌肉
骨骼模型，实现了四个不同的模型来研究系统在不同的操作条件下的行为，特别是在人类肌
肉骨骼结构和外骨骼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

2.6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调查了计算肌肉骨骼的建模、分析和人类下肢的模拟。本章也说明了随

着人类模型的复杂性和细节水平的增加，出现了对高性能数值时变模式的需求。因此，在
本章中，我们首先回顾了用于研究人类行走的实验运动学方法，包括基于视觉的和基于非视
觉的技术。然后，我们将生物力学动力学建模分为三类：i）骨骼建模，其中肌肉的所有效
果被简单地模拟为施加到关节的扭矩；ii）肌肉骨骼建模，其中肌肉群包括在系统动力学中；
iii）NMS 建模，其中由肌肉和骨骼系统产生的人体运动由 CNS 控制。
骨架建模已广泛用于机器人领域，使用刚性多体系统来开发真实的和平滑的人类行走，
通过诸如：倒立摆模型、被动行走动力学、ZMP、优化和基于控制的方法。另一方面，肌肉
骨骼和 NMS 模型已经在生物力学领域中广泛使用。我们综述了目前的肌肉骨骼模型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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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方法，包括优化和基于控制的方法。我们意识到：倒立摆、ZMP 和被动动态行走模型
是基于理想化模型与较少量自由度条件的；相比之下，基于优化和控制的方法是模拟自然人
类行走与更高的自由度和物理细节的重要方法。基于控制的方法适合于人类运动的神经学研
究的应用，而基于优化的方法是有利于进行“假设”情景。
A Review of Computational Musculoskelet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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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调查了这方面的工作：提高对人类肢体与物理环境进行身体交互的理解。
我们意识到，对于外骨骼的最佳设计，集成肌肉骨骼 – 外骨骼系统对于理解外骨骼模型在制

exoskeleton. We also realized that, in order to simulate in the real operating
conditions, a virtual exoskeleton could be properly constrained to a human
拟外骨骼可以适当地约束为生物力学模拟平台中的人类肌肉骨骼模型。然后，仿真结果的分
musculoskeletal model within a biomechanical simulation platform. Then,
析可能建议修改真实系统中潜在的运动学和动力学，以便测试新设计。
analysis of simulation results might suggest potential kinematic and dynamic
modifications of the real system in order to test the new design.

造真实外骨骼之前产生多少力是必要的。我们还意识到，为了在真实的操作条件下模拟，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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