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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目的】探讨非糖尿病人群足底压力的峰值、分布情况，及与性别、体质量、体质量指数（ＢＭＩ）、胼

胝、穿鞋习惯的关系。
【方法】受试者 １３８ 人，均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排除糖尿病。所有受试者脱鞋
袜，以平常步态行走，用足底压力测量仪一步法测量两脚各 ５ 次动态足底压力。将足底分为 １０ 个区域：第 １
趾，第 ２ 趾，第 ３～５ 趾，第 １、２、３、４、５ 跖骨头，足弓，足跟。计算 ５ 次测量的平均足底最大峰值压力（ＭＰＰ）和各
部位平均最大压力。
【结果】ＭＰＰ 值为（３８５．０±９０．２） ｋＰａ。足底压力分布由大到小依次为第 ２ 跖骨头＞第 ３ 跖骨
头＞第 １ 趾＞足跟＞第 ４ 跖骨头＞第 １ 跖骨头＞第 ５ 跖骨头＞第 ２ 趾＞足弓＞第 ３－ ５ 趾。男女之间 ＭＰＰ 无统计学意
义，男性第 １ 跖骨头和第 １ 趾区域压力高于女性。体质量和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与 ＭＰＰ 不相关，但与某些足底压
力相关。有胼胝者足底压力较无胼胝者高。
【结论】正常人足底压力分布：由大到小依次为第 ２ 跖骨头＞第 ３ 跖
骨头＞第 １ 趾＞足跟＞第 ４ 跖骨头＞第 １ 跖骨头＞第 ５ 跖骨头＞第 ２ 趾＞足弓＞第 ３～５ 趾。两脚的 ＭＰＰ 和压力分布
无明显差异。男女之间 ＭＰＰ 无差别，但压力分布不同。体质量和 ＢＭＩ 不影响 ＭＰＰ，但增加某一区域的足底压
力。胼胝与足底压力增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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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正常人足底压力的正常值和分布对于评
价糖尿病患者足底压力是否正常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足底压检测分析
系统（Ｎｏｖｅｌ ｐｅｄａｒ－ ｃ Ｅｘｐｅｒｔ， Ｎｏｖｅｌ ｅｍｅｄ － ＡＴ 和
Ｎｏｖｅｌ ｗｉ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探讨了中国人足底压力的正常
值范围和分布情况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研究糖尿
病人的足底压力和建立足底受力异常的矫正系统
打下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研究对象
１３８ 例 受 试 者 进 入 本 研 究 ， 根 据 １９９９ 年
ＷＨＯ 标准排除糖尿病。年龄≥１８ 岁；无严重肝、
肾功能损害及胃肠吸收功能不良；排除其他原因
引起的神经病变（尿毒症性神经病变、酒精性神经
病变、脑血管意外等）。无明显行走不稳、间歇性跛
行、视物模糊；无下肢截肢史、足部活动溃疡史；精
神病不能配合者除外。
１．２ 方 法
所有受试者询问病史并体检，记录年龄﹑性
别﹑身高﹑体质 量 ﹑体 质 量 指 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血压等指标。所有受试者行 ７５ ｇ 口服葡萄
糖耐量试验：于空腹及服葡萄糖后 １２０ ｍｉｎ 静脉
取血测定血糖。所有受试者均脱鞋袜，以平常步态
行走，用足底压测量仪（德国 Ｎｏｖｅｌ 公司生产的
ＥＭＥＤ－ ＡＴ 平台系统，传感器 ２ ｃｍ２）一步法测量两
脚各 ５ 次动态足底压力。将足底分为 １０ 个区域：
第 １ 趾、第 ２ 趾、第 ３～５ 趾、第 １、２、３、４、５ 跖骨头、
足弓、足跟。计算 ５ 次测量的平均足底最大峰值压
力（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ａ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ＰＰ）和各部位平均最
大压力。所有受试者检查足底有无胼胝；记录受试
者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时间的穿鞋习惯，分为运动
鞋、圆头皮鞋、尖头皮鞋、高跟皮鞋 ４ 类。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正态分布资料数据以 ｘ±ｓ 表示，非正态分布
资料取自然对数，使之正态化后进行分析。正态分
布变量两组间分析采用 ｔ 检验，正态分布变量多
１．１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第 ２７ 卷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 值显著性水准
为 ０．０５。统计分析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０ 统计软件包完成。

２

结

果

一般资料
年龄（４０．１±４．６）岁，身高（１６２．２±７．５）ｃｍ，体质
量（５８．７ ±５．７）ｋｇ，ＢＭＩ（２２．３ ±２．９）ｋｇ／ｍ２，空 腹 血 糖

２．１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ＦＰＧ）（５．２２±０．３２）ｍｍｏｌ／Ｌ，
餐后血糖（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ＰＢＧ）（５．９２±
０．２２）
ｍｍｏｌ／Ｌ，血压（１１３±８／７３±４）
ｍｍＨｇ。男 ４７ 例，
年龄（４０．７±１．６）岁，体质量（６６．１±３．５）
ｋｇ，ＢＭＩ（２２．９±
２
１．８）
ｋｇ／ｍ ，女 ９１ 例 ，年 龄（３９．９ ±３．２）岁 ，体 质 量
（５５．３±２．６）
ｋｇ，ＢＭＩ（２１．９±１．７）
ｋｇ／ｍ２，男女体质量差
异有显著意义，
但 ＢＭＩ 的差异无显著意义。
２．２ 正常人足底压力的大小和分布
２．２．１ 正常人足底压力的大小 ＭＰＰ 的平均值为
（３８５±９０）ｋＰａ，参考值范围为 １９９．６ ￣５６５．４ ｋＰａ。
２．２．２ 正常人足底压力的分布 第 ２ 跖骨 （２８９±
７８） ｋＰａ＞第 ３ 跖骨（２７７±７９） ｋＰａ＞第 １ 趾（２７１±９７）
ｋＰａ＞足跟（２３２±５３） ｋＰａ）＞第 ４ 跖骨（２２６±５８）ｋＰａ＞第
１ 跖骨（１９０±４８）ｋＰａ＞第 ５ 跖骨 （１８６±２４）ｋＰａ＞第 ２
趾（１５３±４４） ｋＰａ＞足弓（１２０±２６） ｋＰａ＞第 ３￣５ 趾（９９±
３７） ｋＰａ。
２．２．３ 男女间足底压力大小及分布 男 性 ＭＰＰ
为（３８３±８１）ｋＰａ；女性 ＭＰＰ 为（３８６±９４）ｋＰａ。男女
之间 ＭＰ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足底压力的分
布：第 １ 趾＞第 ２ 跖骨＞第 ３ 跖骨＞足跟＞第 １ 跖
骨＞第 ４ 跖骨 ＞第 ５ 跖 骨 ＞第 ２ 趾 ＞足 弓 ＞第 ３ ￣５
趾。女性足底压力的分布：第 ２ 跖骨＞第 ３ 跖骨头＞
第 １ 趾＞足跟＞第 ４ 跖骨＞第 ５ 跖骨＞第 １ 跖骨＞第
２ 趾＞足弓＞第 ３￣５ 趾。男女之间足底压力在第 １
跖骨和第 １ 趾地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１）。
２．２．４ 不同 ＢＭＩ 间足底压力的比较 ＢＭＩ＜１８ 者
（７ 例 ）ＭＰＰ 为 （３３４．５ ±９３．２）ｋＰａ；ＢＭＩ １８．０ ￣２４．９
（９８ 例）ＭＰＰ 为（３９２．７±９０．１）ｋＰａ；ＢＭＩ≥２５ 者（３３
例）ＭＰＰ 为（３７２．３±８９．１）ｋＰａ。ＭＰＰ 在 ３ 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正常人性别间各部位足底压力分布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ｘ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ｋＰａ）

Ｈｅｅｌ

Ｉｎｓｔｅｐ

１ｓｔＭ

２ｎｄＭ

３ｒｄＭ

４ｔｈＭ

５ｔｈＭ

１ｓｔ ｔｏｅ

２ｎｄ ｔｏｅ

３ｒｄ～５ｔｈ

Ｍａｌｅ

２０７±５２

８９±２３

１９３±３６

２７７±５５

２６２±３９

１８６±４２

１６３±２９

２９５±５８

１１３±２７

８４±２１

Ｆｅｍａｌｅ

２１７±４２

８６±２９

１６２±４４

２９６±５７

２７７±４０

１９４±５３

１６５±６７

２５４±６８

１０９±２３

７９±２２

Ｍ： ｍｅｔａｔａｓ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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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胼 胝 对 足 底 压 力 的 影 响 有 胼 胝 者（２６
例）ＭＰＰ 为（４４０．３±１１８．９）ｋＰａ；无胼胝者（１１２ 例 ）
ＭＰＰ 为（３７５．１±８０．８）ｋＰａ。两组之间 ＭＰＰ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２．６ 不同穿鞋习惯对足底压力的影响 运动鞋
（１９ 例）ＭＰＰ 为（４０６．２±９３．４）ｋＰａ。穿圆头皮鞋（８９
例）ＭＰＰ（３７１．０±８０．９）ｋＰａ。穿尖头皮鞋（１６ 例）ＭＰＰ
（３９７．４±７１．５）ｋＰａ。穿高跟皮鞋（１４ 例）足底压力
ＭＰＰ（４４８．８±１４０．５）ｋＰａ。其中穿圆头皮鞋组和穿高
跟皮鞋组之间 ＭＰ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

论

足底压力测定的影响因素和意义
当足踏在压力平台上时，压力平台和足受力
是相等的，通过压力传感器可将信号输送到软件
系统，经过计算可得出足各部位压力大小。影响足
底压力测量值的原因很多，主要有：①受仪器元件
大小的影响： 感受器越小，在相同区域记录出的压
力越大； ②组织血供、糖基化组织的数量及疤痕；
③时间—压力、剪切力；④活动程度、鞋、袜和鞋垫
等。目前仅有少数几篇有关我国国人足底压力的
研究报告，但均采用自行研制的足底压力仪［１］。本
研究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足底压检测分析系
统探讨正常国人的足底压力参数，为进一步研究
糖尿病人的足底压力和建立足底受力异常的矫正
系统打下基础。
３．２ 本组足底压力峰值与分布特点
本研究发现正常人平均足底压力峰值为 ３８５
ｋＰａ，正常值范围为 １９９．６～５６５．４ ｋＰａ。这与国外报
道的结果相比偏低，Ｃａｖａｎａｇｈ 等［２］报道的正常人
的 ＭＰＰ 为 ７００．１ ｋＰａ，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等［３］报道的正常人
的 ＭＰＰ 为 ５６０ ｋＰａ。本组正常国人足底压力分布
与国内袁刚等［１］报道的结果大致相同：在动态时各
部位最大压力由大到小依次为第 ２ 跖骨头、足跟、
第 １ 跖骨头、第 １ 趾、第 ３￣５ 跖骨头、第 ２ 趾、足
弓、第 ３￣５ 趾， 前足压力在第 ２ 跖骨头最高、第 ３￣
５ 跖骨头依次降低，足趾压力由第 １ 趾到第 ５ 趾依
次降低。但与国外报道的结果有所不同，国外研究
显示正常人足底最大压力位于第 １ 跖骨头。正常
国人足底压力的大小及分布与国外报道不同，可
能与种族差异或生活习惯不同（如走路习惯， 穿行
鞋不同）有关。
３．３ 足底压力的影响因素
３．１

１９９

国外研究 ［４］发现年龄非常小的儿童足底压力
的大小与分布与成年人不同，这可能是由于儿童
的肌肉和骨骼的大小与成年人不同。年龄在 ２￣３
岁的儿童在行走过程中，足底所有解剖结构区的
压力大小接近成人的 １／３。到 ４ 岁时，足底压力的
大小及分布特征接近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由
于足表面、关节活动度、本体感受器的改变，肌肉、
足底脂肪垫的萎缩，鹰状趾、锤状趾的增多，可导
致老年人的足底压力升高。但足底压的大小还与
行走速度有关，行走速度越快足底压力越高，这是
因为行走速度越快垂直于地面的反作用力越大。
统一穿步行鞋或赤足用不同的速度 （５７、８０、９７ ｍ／
ｍｉｎ）行走 １０ ｍ，测定 ８ 个解剖区域的压力、接触面
积，歩速快时除了足弓和外侧跖骨头外足底的各
个地区压力均升高，这主要是因为足跟、第 ２￣４ 跖
骨头、脚趾的压力升高所致［５，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女性之间足底压力大致相
等，但男女性足底压力分布略有不同，第 １ 跖骨头
和第 １ 趾地区男性足底压力较女性高。本研究显
示不同 ＭＰＰ 间无显著性差异， 提示在正常中国人
中体质量和 ＢＭＩ 并非足底压力大小的决定因素。
但体质量、ＢＭＩ 影响足底压力的分布：体质量、ＢＭＩ
降低足跟地区的承重，增加足弓、前足、足趾地区
的承重。足底所承受的力是由体质量决定，体质量
越重，足底所承受的力越大， 但由于压力大小与接
触面积有关，故并非高体质量者足底压力一定高。
国外也有报道 ＢＭＩ 与足底压力不相关，并认为有
高 ＢＭＩ 的个体皮下组织可更厚，结果导致足底压
力更低［７］。有学者［１］发现正常人中体质量与足底压
力的相关系数为 ０．３６，提示仅＜１４％足底压力来源
于体质量。
许多研究发现足底有胼胝者足底压力明显高
于没有胼胝者［８，９］。本研究亦发现足底有胼胝的正
常人 ＭＰＰ 高于没有胼胝者。压力承重下不断发展
的过度角化形成胼胝，胼胝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
足底压力。日常生活中不同的穿鞋习惯对足底压
力也有影响，合适的鞋子可降低足底压力，而不合
适的鞋子可增加足底压力。本研究发现高跟皮鞋
组 ＭＰＰ 明显大于其他 ３ 组，与圆头皮鞋组相比差
异有显著意义。提示在日常生活中，应建议高 ＭＰＰ
者不要穿高跟鞋，以降低足底压力。
足底压力在个体间差异很大，且受众多因素
的影响，要准确反映我国正常人足底压力的大小、
（下转第 ２０２ 页 ｔｏ ｐａｇｅ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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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青霉素 ２４０ 万，每周 １ 次，连用 ３ 次治疗，治
疗成功率为 ９８．２％。本研究使用长效苄星青霉素
治疗妊娠期梅毒，分娩正常新生儿成功率 ９４．６％，
与国外报道类似 ［２，３］。这表明只要医务工作者积极
劝告患者进行足量正规的青霉素治疗，绝大多数
可获得正常的新生儿，并大大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国内外的研究均显示，青霉素对妊娠期期梅毒的治
疗效果很好，在孕早期效果最佳［２］，但潜伏梅毒患者
占绝大多数［３－ ５］，仅根据临床表现难以诊断，这提示
及时进行梅毒血清学筛查诊断十分重要。大多数
学者认为，妊娠期梅毒筛查是诊断的必要手段［４］，
故应大力提倡在孕期第一次检查时进行梅毒血清
学筛查，以便制定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案。
Ｐｅｅｌｉｎｇ 等［５，６］报道梅毒是引起不良妊娠结果的
首要因素。梅毒螺旋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
响胎儿，一是经过胎盘及脐静脉血进入胎儿体内，
发生胎儿梅毒，累及胎儿的各器管系统；二是感染
胎盘，发生小动脉内膜炎，形成多处梗死灶，导致
胎盘功能严重障碍，造成流产、死胎、死产、早产、
新生儿死亡及先天梅毒［４，５］。本文结果显示，观察Ⅰ
组的新生儿 ＲＰＲ 阳性率（２０．６％，３４／１６５）高于观察
Ⅱ组（２．８７％，５／１７４）；观察Ⅰ组妊娠梅毒患者所生婴
儿中 ６ 例为患儿，其母均为潜伏梅毒，先天梅毒发
生率为 ３．６４％（６／１６５）；观察Ⅱ组孕妇梅毒患者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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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为梅毒血清试验持续阳性者，先天梅毒发生率
为 ０．５７％ （１／１７４），观察Ⅰ组先天梅毒发生率明显
高于观察Ⅱ组，表明抗梅素治疗能有效地控制新
生儿先天梅毒的发生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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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ＦＴＨＥＲＩＯＳ Ｋ． Ｐｌａｎｔ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ｒｅｆｏｏ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ＯＭＡＲＡ Ｆ，

２００３， １８（８）：７８０－ ７８２．
［８］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ｆｏｏｔ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 Ｍｅｄ，

Ｃａｒｅ，１９９１， １４（１）： ８－ １１．
［４］

ＲＵＳＳＯ 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ｑｕｉｅ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ａ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ｅｎ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１９９１，１４（８）： ７５０－ ７５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ｆｏｏｔ

ＧＲＡＶＡＮＴＥ Ｇ，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ｅｓｅ

ＣＡＶＡＮＡＧＨ ＰＲ， ＳＩＭＳ ＤＳ Ｊｒ，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ＬＪ． Ｂｏｄｙ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Ｄ Ｊ， ＭＡＳＳＯＮ Ｅ Ａ， ＶＥＶＥＳ Ａ，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１， ２４（７）： １２７０－ １２７４．

ｍａｓｓ ｉｓ ａ ｐｏ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ｐｅａｋ ｐｌａｎｔａ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３］

Ｐｌａｎｔａｒ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ｐｅａｋ ｐｌａｎｔａｒ

１９９６， １３（１１）： ９７９－ ９８２．
［９］

ＹＯＵＮＧ Ｍ Ｊ，ＣＡＶＡＮＡＧＨ Ｐ Ｒ，ＴＨＯＭＡＳ 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ｌｌ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ａｒ ｆｏｏ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Ｄｉａｂｅｔ Ｍｅｄ， １９９２，９
（１）： ５－ ７．
（编辑 张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