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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pled Eulerian Lagrangian Model for Studying the Tissue
Damage of Vacuum-Assisted Biopsy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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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所)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摘要
真空輔助組織切片術是目前用於移除良性乳房腫瘤的主要方法之一，可以切削柔軟的脂肪組
織用於檢驗，也可切削較硬的腫瘤組織。透過旋轉切削可以有效降低切削力，但同時也有文
獻指出當針頭施以旋轉時，會對組織產生較嚴重的破壞，而目前 VAB 主要的併發症就是由組
織破壞而產生的出血與血腫。現有的文獻中大多以網格刪除法及膠合介面來模擬軟組織破
壞，但前者會有變形過大而失敗的問題，後者則是需要預設破壞路徑而無法模擬不同切削法，
本研究建立一三維有限元素模型，透過 CEL(Coupled Eulerian Lagrangian)方法來克服上述問
題，以此來模擬現行市面上之不同切削方法，並評估仿生針頭之切削可行性，在模擬過程中，
我們著重在切削反力與破壞程度，以此模型為基礎可找出對組織破壞最小的切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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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cuum-assisted biopsy (VAB) is widely used technology for removing benign breast tumor. It is
capable of cutting soft and stiff tissue, such as calcified tissue and adipose tissue. The cutting force
can be decreased effectively by using rotational cutting. However, some research mentioned that
rotational cutting would increase tissue damage. Moreover, the main complications of VAB are
bleeding and hematoma which can be caused by tissue damage occurred in the biopsy procedure.
In previous studies, mesh element deletion and cohesive surface were adopted to simulate the
fracture of soft tissue. However, the former frequently results in simulation failure due to distortion
and the latter requires a predefined crack path which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simulate sophisticated
cutting method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the Coupled Eulerian Lagrangian(CEL) method
in a finite element model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Using the CEL method, different cutting
methods of VAB are simulated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 bio-inspired medical needle is evaluated. We
focus on cutting force measured at the onset of the tissue damage.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 conclude the optimal cutting method which causes minimal tissue damage.

Keywords: vacuum-assisted biopsy, Coupled Eulerian Lagrangian, tissue damage, finite element
method

一、緒論
真空輔助組織切片術(VAB)是目前乳
癌活體篩檢主流的方法，並且也可用於切除
腫瘤，現今 VAB 成功率十分之高，但術後
的併發症往往被忽略，文獻指出出血及血腫
是目前最主要之併發症[1]，血腫的成因是
由於出血過多造成的[2]，而出血則是因為
組織被破壞導致。
進行 VAB 時為了獲取更大的組織檢

體，在直線穿刺時都會加上旋轉，已有實驗
顯示出針頭切削軟組織時加上旋轉的效應
可降低切削力[3]，但賦予旋轉的同時，旋
轉 造 成的 扭 曲會 對 組織 產生 更 大的 破壞
[4]。
電腦數值模型對於改善 VAB 機構有很
大的幫助，目前並沒有針對不同切削法的數
值模型，本研究建立一數值模型針對市面上
已有的兩種切削法進行比較，分別為直線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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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與擺盪式切削，最後比較文獻中提出的仿
生針頭設計[5]，利用此電腦數值模型可以
幫助我們改良 VAB 機構。

二、材料與方法
2.1 仿生組織及針頭
人工組織近年來在相關領域已被大量
作為仿真組織之用，人工組織之原料在取得
上較為方便且製作簡易，且容易控制其機械
性質，是一個良好的替代物。本研究參考文
獻中的吉利丁機械性質，作為切削實驗用之
軟組織，模型長寬為 10mm、高為 8mm，
經壓力測試後，量得機械性質如表一，平口
針頭為外直徑 3mm，內直徑為 2.4mm，擺
盪式針頭由平口針頭沿 60 度平面削去，仿
生針頭則在針頭前端作出鋸齒狀如圖一所
示。

2.2

Coupled Eulerian Lagrangian

在現有模擬軟組織的模型中，網格刪
除法及膠合介面法為主要方法[6,7]，網格刪
除法在元素破壞後會將元素刪除造成反力
的不連續，而膠合介面需預先設定破壞路
徑，無法作不同切削法的比較。CEL 是透
過固定網格而使材料在網格中流動的方式
以此來容忍大變形的模擬方法，近期已經有
文獻將它用來模擬切削[8]。

2.3 有限元素模型
本研究建立一有限元素模型，組織使用
Eulerian 元素，最大網格為 3mm，中心處為
一網格 0.3mm 之立方體，針頭使用離散剛
體，並在針頭頂部給予一參考點作為帶動針
頭與收集資料的依據，平口針頭為了避免過
穿，將尖端處都加了 0.1mm 的導角。
接觸準則方面，使用了通用接觸
(General contact)，並給予一摩擦係數，在邊
界條件的設定上，組織每一面都設定其法向
速 度 為零 以 避免 元 素流 出 ， 本 模擬 使用
ABAQUS 6.14 軟體 Explicit Dynamic 模組。
平口針頭用來比較不同轉速比下的切
削反力，轉速比(Slice-Push Ratio, SPR)定義
為平行與正交於刀具切緣之速度比值，本研
究比較了轉速比 0、0.5、1 時的切削反力。
擺盪式針頭我們則比較了擺盪的頻率快慢
是否會影響切削反力，往復來回為一次，分
別比較 100 次/s 與 150 次/s，仿生針頭則著
重在與平口針頭的比較。

2.4 破壞模型
本研究參照文獻中[9]的應力應變如圖
二，將吉利丁視為脆性材料，脆性材料破壞
為拉伸斷裂，文獻中採用 Johnson-cook 破壞
模型如下:

 Dpl  [D1  D2e D  ][1  D4 ln  * ][1  D5T* ]
3

其假設吉利丁一到達破壞應變就完全
破壞，則壓應力比(η)及塑性應變率(  * )可忽
略，而整個實驗保持在室溫下，所以
D2=D3=D4=D5=0，而 D1 則需等於塑性應變
0.004，破壞能量為 8J/m2。

三、結果與討論
3.1 轉速比對針頭效應之影響
在平頭針方面，我們將軸向速度設為
10mm/s，則 SPR=1 時轉速為 6.66rad/s，
SPR=0.5 時轉速為 3.33rad/s，首先我們觀察
到當組織斷裂時反力會有陡降，這是由於組
織先被擠壓而當斷裂時組織會被釋放回彈
造成的，我們可以看出當轉速比上升時切削
反力會下降且破壞點會提前如圖三，這可以
使得組織不會被擠壓的太嚴重才被破壞，我
們可以將其歸納為當轉速上升時會使得組
織提前到達屈服應力。

3.2 頻率對擺盪式針頭之影響
擺盪式針頭方面，反力幾乎沒有差別如
圖四，此種切削方式在市面上比較少見，而
它的優點則是能減少對組織的破壞，單一旋
轉的切削方式會把組織捲入，雙向旋轉能減
少對組織的扭曲擠壓，頻率對切削反力的影
響並不顯著，但或許是參數太少所致。

3.3 仿生針頭與平口針頭之比較
仿生針頭的概念是由蚊子的細針發想
而來，目前已有不少的研究，在這些文獻中
證實了當使用仿生針頭旋轉切削時能夠比
相同轉速的平口針頭下降更多反力
(SPR=1)，而在模擬中也驗證了這點如圖五。

四、結論
目前在關於模擬軟組織切削的研究非
常少，且完全沒有不需預設路徑的切削方
法，本研究應用 CEL 模型，運用其可忍受
大變形的特性來模擬軟組織，但是 CEL 仍
然有許多困難得克服，像是過穿、運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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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久、特定情況會失去接觸等等，這是未來
得克服的。
針對 SPR 的反力趨勢是與文獻吻合
的，未來可自行製作軟組織來進行大量參數
研究，來找出最佳轉速比。擺盪式切削未來
會著重在內部組織的破壞情形，與一般單向
旋轉比較，並找出一個能對組織造成最小破
壞的方法。仿生針頭能有效的降低反力，未
來可將此模型作為最佳仿生針頭外型設計
的依據。
現今 VAB 最主要的併發症是由組織破
壞而導致的出血及血腫，本研究藉由使用電
腦數值方法來找出最小切削反力以及對組
織破壞最小的切削方法，未來會在持續改進
模型以能夠成功觀察內部組織破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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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格
表 1 吉利丁之機械性質[9]
楊氏模數 屈服應力 塑性應變 蒲松比
0.27MPa
49kPa
0.004
0.495
摩擦係數 破壞能量
0.68
8J/m2

七、圖片

圖 1:(左)擺盪式斜口針(中)平口式針頭
(右)仿生針頭

圖 2:吉利丁之真實應力應變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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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針頭旋轉對反力的差異性

圖 4:擺盪頻率對反力之差異性

圖 5:仿生針頭與平口針頭之反力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