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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髋联合空心钉与动力髋联合内侧板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
颈骨折的有限元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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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动力髋螺钉 （DHS） 的两种手术方式 （DHS 联合空心钉和 DHS 联合股骨颈内侧板） 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的生物力学优缺点。方法 建立采用 3 种内固定方法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的有限
元模型。分别为单独使用 DHS 内固定、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DHS 联合股骨颈内侧板固定，并建立正常股骨模

型用于与前 3 个模型对比分析。在相同边界及载荷条件下比较以下结果：4 个模型的股骨颈内侧（股骨头下缘至
股骨距到小转子的位置）的等效应力分布；3 个内固定模型的内固定物的最大等效应力值；4 个模型股骨头断端最
大位移。结果 股骨颈内侧等效应力分布最接近正常股骨的模型是DHS联合股骨颈内侧板，单纯DHS固定的模型和
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的模型在股骨颈内侧的等效应力集中值大于正常股骨模型，分别为 53.57 MPa 和 26.72 MPa。
股骨头骨折断端总位移：单纯DHS固定模型的位移是4.01 mm，DHS联合空心钉固定模型的位移是1.73 mm，DHS
联合股骨颈内侧板固定模型的位移是 1.68 mm。DHS 内固定物最大等效应力由大到小分别是：单独 DHS 固定为
101.07 MPa，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为 38.19 MPa，DHS 联合股骨颈内侧板固定为 22.69 MPa。结论 DHS 联合空心
钉与 DHS 联合内侧板手术方式都优于单独 DHS 固定的手术方式。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能在股骨头位移相对较小
的情况下维持较高的股骨颈应力，适合于股骨颈内侧相对完整及未出现粉碎骨折的患者；DHS 联合内侧板可以更
好地重建股骨力线，更适合于股骨颈内侧皮质处有粉碎骨折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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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dynamic hip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and dynamic hip
combined with medial femoral plate for Pauwels type Ⅲ femoral neck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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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yang Central Hospital, Liaoyang Liaoning, 111000; 2 Department of Imagi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Liao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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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biomechanica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wo surgical methods for dynamic hip
screw(DHS),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and DHS combined with medial femoral plate for the treatment of
Pauwels type Ⅲ femoral neck fracture.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established three finite element models for Pauwels

type Ⅲ femoral neck fractures. They were models using DHS internal fixation alone,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model, and DHS combined with femoral neck medial plate fixation model, and normal femor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these three models. Compar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under the same
boundary and loading conditions: The equivalen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medial femoral neck (inferior border of the
femoral head to the calcar femoral to the lesser trochanter) of the four models, the maximum equivalent stress values of the
three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maximum displacements of the broken end of the femoral head in four models. Results The
model in which the equivalen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femoral neck was closest to that of the normal femur was DHS
combined with the femoral neck medial plate. The equivalent stress concentration value in the medial neck of femur of
DHS fixation model and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model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normal femoral neck
model, which was 53.57 MPa and 26.72 MPa respectively. The total displacement of the broken end of femoral head fracture
was 4.01 mm in the model of DHS fixation alone, 1.73 mm in the model of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and 1.68
mm in the model of DHS combined with internal plate fixation. The maximum equivalent stress of DHS in the three models
was 101.07 MPa in the single DHS 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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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38.19 MPa in the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model, and 22.69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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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DHS combined with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model. Conclusion Both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and DHS
combined with medial femoral plate surgical methods are superior to that of DHS fixation alone. DHS combined with
cannulated screw fixation can maintain high femoral neck stress with relatively little femoral head displacement, and it i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relatively intact medial femoral neck and no comminuted fracture. DHS combined with medial
femoral plate can better reconstruct the femoral force line, so it i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comminuted fractures at the
medial cortex of the femoral neck.
[Key words] Dynamic hip screw; Hip joint; Finite element; Pauwels type Ⅲ; Femoral neck fracture

股骨颈Ⅲ型骨折在年轻人中发病率高，通常是高能量
[1]

创伤的结果 。考虑到年轻患者对于手术的耐受能力强及
人工股骨头磨损年限的问题，且年轻患者股骨颈骨折中垂

1 材料与方法
1.1 模型的建立
招募一名 25 岁健康男性志愿者，无髋关节和全身疾病

直骨折高发，损伤类型多为垂直剪切骨折 Pauwels Ⅲ型股

史。采用宝石能谱 CT（Discovery CT750HD），对股骨及髋

并发症发生率仍然很高。一项荟萃分析提到，Pauwels Ⅲ

存储在医学三维重建软件 Mimics 21.0 中。根据组织的灰度

骨颈骨折，所以治疗通常采用坚固的内固定，但该损伤的

关节进行 0.5 mm 层厚的 CT 扫描。CT 图像以 DICOM 格式

型股骨颈骨折有约 20% 的再手术率、15% 股骨颈坏死率和

值和区域分割建立股骨的三维模型，导入 3matic13 进行骨

10% 的骨不连发生率[2]。

折线的划分及其模型的简化后，导出格式为 STL 的文件。

不论何种骨折，治疗时理想的骨科植入物和固定结构

并纳入 Geomagic-wrap 2018 软件中进行平滑、拟合曲面处

必须得承受足够的应力，并且保证骨折端位移较小，同时

理，纳入 SolidWorks 2018 软件中。采用布尔运算建立皮质

在骨折愈合期间优化应变，并最终承受负重载荷，这在不

骨和松质骨的三维模型，并对股骨近端模型及其髋关节进

稳定骨折中更为重要[3]。以往的研究人员研究了股骨颈骨
折的各种植入物和固定结构，结果多不一致[4]。对于角度
的固定装置，如动力髋螺钉（dynamic hip screw，DHS），
已被多次证明在生物力学上优于单纯的空心钉固定[5]，但
由于手术切口大、时间相对较长等原因，这种手术方式多
用于不稳定股骨颈骨折中的年轻、无基础疾病患者。同时
因为 DHS 固定本身存在支持力弱、容易切割等缺点，其应
用也受到了限制[6-7]。而联合其他内固定物可以很好地改善
这些缺点，有学者根据支撑板固定的原理研发了一种股骨
内侧支撑板，将支撑板放置在骨折线前方及下方，防止滑

行重建。
1.1.1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模型的建立及模型简化

传统 Pauwels 角的测量方法存在一定缺陷，其结果并

不准确，并且传统分型在模型中难于定义，为了反映更为
真实的结果，同时便于准确定义，本文骨折线通过在 Shen
等[1]提出的改良 Pauwels 分型建立 Pauwels 角为 70°的骨折线
（见图 1），其中股骨干中心线通过 3matic13 拟合中心线命
令找到，正常生理情况下，当人体站立位时，股骨头的中
心、膝关节的中心应处于同一条直线，为了简化模型并尽

动，抵御垂直型股骨颈骨折的剪切力 。尽管股骨内侧板

可能使分析结果可靠，通过 3matic13 软件拟合球的命令找

放置可能会破坏股骨头的血供，但部分研究指出若术中小

到股骨头中心点、两髁中心点，两髁中心点连线的中点即

心操作，注意旋股内侧动脉的保护，并不会加大股骨头坏

为膝关节中心点，并作股骨中心点与膝关节中心点连线的

[8]

死的概率 。近些年流行多种内固定装置联合固定治疗青

垂直平面在股骨干中下部分切割股骨模型，以保证简化的

年患者的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其中包括三枚空心钉

模型与正常站立情况边界条件尽可能相同。

[9]

与内侧板联合、DHS 联合内侧板、DHS 联合空心钉等，它

们都被多次证明并肯定疗效[10-11]，其中关于 DHS 联合空心
钉和 DHS 联合内侧板的生物力学优缺点对比较少，同时两
种手术方式的适应证与疗效对比方面依然存在较大争议[12]。
因为两种手术方式的生物力学有效性在之前的文献中都已
被证实[13]，所以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两种手术方式进行对
比，为了更直观及有效地比较两种手术方式生物力学差异
及适应证，同时重建了单纯股骨与只使用 DHS 固定的骨折
模型，并尽可能地模拟生理状态下的边界和载荷，以获得
更为科学的结果。

图 1 股骨骨折线模型图：A 为股骨干的中心线，以 A 作垂线，并
作 B 线与垂线夹角 b 角为 Pauwels 角，度数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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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部位。为了比较模型结果，笔者同时建立了一个正常

根据临床空心螺钉数据，利用 SolidWorks 2018 软件制

股骨模型（模型 4），在相同载荷和边界条件下，比较 4 个

作了内径为 7.3 mm 的空心螺钉模型。由于本研究的重点与

模型股骨颈内侧皮质等效应力分布，同时比较各内固定装

螺纹无关，为了简化模型，简化了细节螺纹部分。股骨内

置系统的最大等效应力值和股骨头断端的最大总位移值。

侧板的建立利用 SolidWorks 2018 软件制作了 3 孔重建管形

表 2 各载荷的方向角度及大小

钢板内侧板，钢板厚度 2.7 mm，宽度 10 mm，配套螺钉直
径为 3.5 mm，DHS 参照施乐辉的产品说明制作 3 孔 DHS
板，DHS 板厚 6 mm，长约 70 mm，配套拉力螺钉的钉长
90 mm，直径 8.2 mm，锁定钉直径 4.5 mm。
1.1.3 三种内固定模型的建立
手术模型的建立：按照手术要求，将内固定模型与股

载荷

角度 a（°）

角度 b（°）

力（N）

髋关节的反作用力
外展肌力

159

3

700

20

180

300

髂腰肌力

47

262

188

股外侧肌

180

0

292

骨模型在 SoildWorks 2018 上装配成单独 DHS 固定的模型
（模型 1）、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的模型（模型 2）、DHS 联
合内侧板固定的模型（模型 3）。随后将 3 个模型通过 XT 文
件导入 HyperMesh 2021 进行二阶四面体网格划分。通过
CBD 的文件导入 AnysyWorkbench 2019R 进行有限元分析。
1.2 条件假设和材料参数设置
模型假设两个断端之间、股骨颈与内侧板之间、空心
钉与股骨之间的接触都为摩擦，其中股骨颈断端之间的摩
擦系数为 0.2，空心钉与股骨之间、股骨颈与内侧板之间的
摩擦系数为 0.12。模型中各种材料假定为均匀的、各向同

图 2 载荷分布角度图：该坐标系为建立的局部参考坐标系，通过
控制 a、b 的角度来控制力的添加

性的线性弹性材料。各种结构材料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如
表 1 所示[14]。
表 1 材料的弹性模量及泊松比
材料

弹性模量（MPa）

泊松比

股骨皮质骨

16 800

0.3

股骨松质骨

840

0.2

空心钉

20 600

0.3

DHS 系统

20 600

0.3

股骨内侧板

20 600

0.3

1.3 载荷边界设置
定义如图 2 所示的局部坐标系：Y 轴为膝关节中心到
股骨中心的连线，向上为正；Z 轴为股骨的外上髁轴线 ，

图 3 载荷分布位置图：Force A 为髋关节反作用力，Force B 为股
外侧肌力，Force C 为髂腰肌力，Force D 为外展肌力

1.5 模型的验证
使用平均单元长度为 3.0 ～ 0.5 mm 的四面体网格进行

内侧为正；X 轴垂直于 ZY 平面，向后为正。根据髋关节的

了网格收敛性测试。本收敛性研究结果显示，0.5 ～ 1.0 mm

生理负荷[15]，对股骨近端施加外力载荷：依据 Saint-Venant

的最大等效应力值的结果相似（平均峰差小于 3%）。因此

（数据见表 2，机械载荷如图 3 所示）建立并设置外

笔者选择了 1 mm 的骨头网格密度、0.5 mm 的内固定网格

展 肌 力 （Force D）、 髂 腰 肌 力 （Force C）、 股 外 侧 肌 力

密度进行收敛。其中单独运用 DHS 固定（模型 1）有四面

（Force B）、髋关节反作用力（Force A），均匀施加在各肌

体单元 513 803 个，节点数 349 574 个；DHS 联合空心钉

肉附着点和股骨头软骨面，载荷加载的具体角度，通过建立

（模型 2） 有四面体单元 546 145 个，节点数 349 289 个 ，

[16]

原理

局部坐标系进行控制（见图 2），股骨远端完全固定约束。

DHS 联合内侧板（模型 3）有四面体单元 405 286 个，节点

1.4 模型的结果测量

数 269 140 个，正常股骨（模型 4）有四面体单元 521 402

股骨头下缘至股骨距到小转子（下文统称股骨颈内侧

个，节点数 351 000 个。对股骨模型施加垂直 1 500 N 的压

皮质）为股骨上端内侧重力支撑系统，是重力传导时力线

力，测得模型压缩刚度为 0.724 kN/mm，这个值与文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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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结果相似，同时将模型 4 的结果与国内外类似模型结
果[17-19]对比，本模型的最大应力值为 22.50 MPa 集中范围都
分布于股骨后内侧，最大等效应力值位于小转子的下方。
这个结果与国内外类似模型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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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股骨路径上等效应力最大值17.68 MPa的3.3倍和1.6 倍。

2 结果
2.1 股骨颈内侧应力分布
为了便于比较股骨颈内侧骨折远端与近端等效应力分
布，于股骨颈内侧中间建立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经过股
骨颈内侧应力集中区域，从股骨头下缘到小转子的顺序，
均匀地取了四个模型这条路径上的骨折近端、远端各 10 个
点，总共 20 个点的应力值用于结果比较（见图 4）。将模型
4 正常股骨的 20 点等效应力数据与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的 20 点相同位置等效应力数据配对，采用 SPSS 25.0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3 组配对样本差值经正态性检验，总体
不服从正态分布（P＜0.01），故采用 Wilcoxon 符号秩和检
验，得出模型 1 与模型 4，模型 2 与模型 4 应力分布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 3 与模型 4 之间应力
分布类似（P＝0.178），由此推论模型 3 的应力分布与模型 4
正常股骨应力分布更为接近，说明DHS联合内侧板能更好地
重建股骨力线。模型 3 的股骨应力分布（见图 5C）在除了在
近端骨折线周围（模型点10处）相对应力集中些，其余的内
侧板下的应力分布会比正常股骨处应力偏低，板下应力遮挡
效应可以解释这个结果。模型1、2在股骨颈内侧的最大等效应
力明显大于正常股骨模型的应力分布（见图4，图5A、B、D），
路径上最大等效应力值分别为53.57 MPa和26.72 MPa，分别是

图 4 股骨颈内侧路径应力分布图：四个模型这条路径上的骨折近
端、远端各 10 个点，总共 20 个点的应力值分布图

2.2 模型内固定装置应力比较
当单独使用 DHS 固定时，DHS 本身的最大等效应力为
101.07 MPa（见图 5E），而联合空心钉 DHS 的最大等效应
力为 38.19 MPa（见图 5F）。联合内侧板 DHS 的最大等效应
力为 22.69 MPa（见图 5G）。三个模型的 DHS 的最大等效
应力值都位于拉力螺钉中间，从结果上看联合股骨内侧板
与空心钉都减少了 DHS 的最大等效应力值，联合内侧板降
低 DHS 的 77% 最大等效应力，而联合空心钉减低了 DHS
的 62% 最大等效应力。联合内侧板的结果在 DHS 等效应力
的减少上优于联合空心钉。其中空心钉最大等效应力值为
94.78 MPa（见图 5H），分布在空心钉近中心处；内侧板
最 大 等 效 应 力 值 为 45.22 MPa， 分 布 在 股 骨 近 端 下 面
（见图 5I）。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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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有限元分析结果图：A-D. 分别为单独 DHS 固定、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DHS 联合内侧板固定、正常股骨模型的股骨颈内侧等效应力
分布图；E-G. 分别为单独 DHS 固定、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DHS 联合内侧板固定模型的内固定物 DHS 等效应力图；H. DHS 联合空心钉固
定模型的空心钉等效应力分布图；I. DHS 联合内侧板固定模型的内侧板的等效应力分布图

2.3 模型位移大小比较

和单纯多个空心钉模型，发现前者能减轻空心钉的最大等

股骨头断端总位移结果比较，模型 1 的位移是 4.01 mm，

效应力值，同时有更强的生物力学稳定性，本研究中模型

模型 2 的位移是 1.73 mm，模型 3 的位移是 1.68 mm。无论

1 与模型 3 对比得出 DHS 联合内侧板可以导致 DHS 的最大

是 DHS 联合空心钉固定的模型还是 DHS 联合内侧板固定的

等效应力显著降低，同时股骨头的总位移也降低了 59%。

模型相对于单独运用 DHS 固定模型都能显著减少股骨头断

Tianye 等[22] 研究中对比内侧板联合空心钉和多个空心钉模

端的位移。但后两者的差距只有 3%。

型发现，前者可以使模型在股骨矩的最大等效应力降低，

3 讨论

本试验模型 1 与模型 3 的对比，发现类似结果，并且 DHS

从试验结果来看，无论是 DHS 联合空心钉还是 DHS 联
合内侧板都是对单独 DHS 固定手术方式较好的改良，在对
两种改良的手术方式比较中发现，DHS 联合空心钉更适合
内侧股骨颈无粉碎骨折的青年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患
者，DHS 联合内侧板更适合股骨颈内侧有粉碎骨折的、难
以重建股骨力线的青年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患者。

在 DHS 固定股骨颈骨折的手术中，若术中侧位透视观

察不够、进针位置偏低等，会导致 DHS 螺钉移位穿出股骨

联合内侧板的股骨颈内侧等效应力分布及模型更为接近正
常股骨模型。Nwankwo 等[12] 的研究在 Pauwels Ⅲ型股骨颈
骨折的尸体上，采用 DHS 联合内侧板与 DHS 联合空心钉的

手术方式，在 200 ～ 1 400 N 的循环载荷加载下，得出内侧
板联合 DHS 在角位移和剪切位移都少于 DHS 联合空心钉，
本研究通过比较模型 2 与模型 3 中股骨头断端位移大小，尽
管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位移差距只有 3%。
应力对于骨折愈合的影响十分复杂，至今仍有争议，

颈。若伴有股骨颈内侧粉碎骨折、内侧支持结构不坚固

许多学者指出持续的、适当的机械应力可以导致骨折端的

等，会导致髋内翻。基于 DHS 内固定物本身存在支持力

转化生长因子 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生长因子增加，使

弱、容易切割股骨头等生物力学特点都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基质干细胞转化为软骨细胞、成骨细胞，从而加速骨折端

而联合空心钉和内侧板可以使 DHS 获得更强的支持力和减

的愈合[25-28]。本研究中发现股骨颈内侧路径上等效应力值

[20]

少切割发生 ，联合内侧板会加固内侧支撑结构，减少髋
[9,21]

关节内翻的可能性

，这都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最大的是模型 1，其次是模型 2。股骨头断端的位移越大说
明其生物力学稳定性越差，同时相对的股骨头缺血坏死可

临床上常用的三角三个平行的空心螺钉固定方法，一

能性越大[29]，本研究中模型 1 的股骨头断端位移最大为

方面对骨折两端夹持力较差，另一方面滑动加压方向又很

4.01 mm，其次是模型 2 股骨头断端位移为 1.73 mm，模型

难保证与骨折线完全垂直，这导致滑动加压力的非垂直方

2 与模型 3 的差距只有 3％。模型 1 的股骨内侧路径上最大

向分量增加了断端的剪切力[22]。这个分量可能导致负重股

等效应力值是正常股骨模型 4 的 3.3 倍，但骨折的愈合更重

[23]

骨头断裂处发生较大位移。Freitas 等 的研究中发现，对

要的影响因素应当是骨折处的生物力学稳定性[30]，稳定的

比 DHS 联合空心钉模型与多个空心钉固定的模型，如果采

骨折固定与良好的力线能保证股骨头断端的血供，同时为

用前者，能通过对角度的限制，使其在生物力学稳定性上

应力的刺激作用提供营养支持。

远优于后者。同时有临床研究报道，用多个空心钉固定手

综上所述，动力髋联合空心钉与动力髋联合内侧板的

术方式治疗 Pauwels Ⅲ型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的结果[4] ，

两种手术方式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从有限元分

性。艾克白尔⋅吐逊等[24]的研究中对比了内侧板联合空心钉

骨折，采用 DHS 联合空心钉的手术方式使股骨颈内侧等效

这都说明角度的固定在青年 Pauwels Ⅲ型骨折的固定必要

析结果看都优于单独 DHS 固定。若内侧股骨颈未出现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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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值相对偏大有利于骨折愈合，同时股骨头断端位移大
小与 DHS 联合相差只有 3%，为两种手术方式中较好的选
择。但若伴有股骨颈内侧粉碎骨折时，同时股骨内侧重力
支撑系统难于通过手术重建，此时采用 DHS 联合内侧板一
方面可以更好地重建股骨内侧力线，同时也是相对更稳定
的内固定方式。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方向：本文是同一个股骨所建立
的四个模型的有限元分析，其结果未能纳入更多样本进行
统计学比较，使一些小差距结果可信度不高，研究者将在
进一步研究中纳入更多样本，同时将更多种内固定方式的
模型纳入一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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