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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构型前路双钢板固定 B、C 型骶髂关节脱位的有限元分析

束  晖 1，黄晓微 2

文题释义：

骶髂关节脱位：骶骼关节因外力而造成关节的微小移动，不能自行复位，且引起疼痛和功能障碍。

有限元分析：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几何和载荷工况)进行模拟，利用简单而又相互作用的元素(即单元)，就可以用有限数

量的未知量去逼近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

摘要

背景：高能量暴力会导致骨盆环结构不稳定，手术治疗骨盆损伤的首要目的是尽可能恢复骨盆后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了获得解剖复

位，可应用前置钢板固定来维持骨盆后环稳定性。

目的：探讨前路双钢板内固定的构型与生物力学稳定性的关系，寻找治疗B型和C型骶髂关节脱位的最佳前路双钢板内固定构型。

方法：建立完整骨盆环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并进行验证，在完整骨盆模型的基础上建立B型和C型骶髂关节脱位模型，在2种类型的单侧脱位

骨盆模型中置入7种不同角度(0°-90°)放置的前路前板。记录并分析比较各种前路钢板构型固定骶髂关节脱位模型的稳定性。

结果与结论：①在0°固定模型中，B型和C型骶髂关节脱位的向下平移量最大，分别为0.96 mm和0.92 mm；75°固定模型，B型和C型的最小

向下平移量均为0.18 mm；②同时0°固定模型中，B型和C型骶髂关节脱位的屈曲成角最大，分别为2.05°和1.9°；60°固定模型中，B型和C型
骶髂关节脱位的屈曲成角最小均为0.06°；③侧弯成角方面，B型脱位在30°构型固定时侧弯成角最小，为0.01°；C型脱位在45°构型固定时侧

弯成角最小，为0.11°；④综合考虑认为前路钢板成角在45°-75°这个范围，固定B型和C型骶髂关节脱位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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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骶髂关节脱位在临床上较为少见，多由高能创伤引起

[1]
，

如车祸、高处坠落等，高能量暴力可导致骨盆环不稳定，常

伴有明显的软组织损伤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而引起的休克
[2]
。

当骨盆周围韧带和关节囊受损时，会导致骶髂关节脱位，骶

髂关节位置紊乱可引起大量的失血并合并严重的神经损伤，

主要原因是当骶髂关节紊乱发生时，会撕裂附近的骶前静脉

丛和骶髂关节旁腰丛
[3-4]

。由于骨盆后环尤其骶髂关节是骨盆

承重的主要部位，所以手术治疗骨盆损伤的首要目的是尽可

能恢复骨盆后环尤其是骶髂关节的稳定性；同时骶髂关节周

围脱位的固定有助于填塞出血的骨表面和破裂的静脉，从而

防止损伤的进一步进展。

目前，临床上有很多方法可以稳定骶髂关节和恢复骨盆

的完整性。骨盆外固定支架可以减小盆腔的体积，减少骨折

断端或关节面之间的相对运动，对持续的静脉出血进行填塞

止血，从而可以作为严重骨盆损伤患者急救复苏过程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5-6]

，早期应用于骨盆环的断裂。然而，单纯

的外固定不足以维持骨盆后环稳定性，因此骶髂关节的坚强

复位必须依赖内固定治疗
[7]
。为了获得骶髂关节脱位的复位，

可应用前置钢板固定来维持骶髂关节的垂直和旋转稳定性，

此外，临床上还应用骶髂螺钉以及张力带钢板固定骶髂关节

脱位
[8]
。前路手术具有并发症少、可通过单次手术实现前后

骨盆损伤固定等优点，因此前路结合双钢板固定骶髂关节脱

位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对于双钢板技术，由于骶神经丛的存

在，通常在骶骨只推荐置入 1 枚螺钉
[9]
。目前，关于前置双

钢板之间成角对其机械稳定性的影响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

此次研究旨在探讨不同类型的骶髂关节脱位固定时，前路双

钢板固定构型 ( 双钢板之间成角 ) 与生物力学稳定性之间的

关系，并找出不同类型骶髂关节脱位前双钢板固定的最佳构

型 ( 最佳成角 )，为临床医师提供理论指导，使其在放置前

置钢板时，提前设计好钢板的成角，以达到最大的机械稳定

性。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有限元分析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20 年 3 月至 4 月在丹阳市第一人民医

院骨科完成。

1.3   对象   有限元模型基于 1 名 40 岁健康男性的计算机断层

扫描 (CT) 图像，体质量 70 kg，身高 170 cm，志愿者已排除

骨关节炎、骨盆和下肢骨折等合并症。CT 数据以 DICOM 格

式保存，CT 水平面切片为 1 mm 厚。此次研究符合《赫尔辛

基宣言》，志愿者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向丹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报备。

1.4   仪器及软件   64 层螺旋 CT( 德国 Simens 公司 )；Mimics 

15.0 医学建模软件 ( 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 )：用于将 CT

数据转换为三维几何数据；3-matic 图形处理软件 ( 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 )：用于三维模型的修饰和面网格的划分；

Geomagic Studio 2013( 美国 Geomagic 公司 )：用于三维几何

模型的修饰和装配及骨折模型的制作；Hypermesh 14.0 软件

( 美国 Altair 公司 )：有限元预处理；Abaqus6.14 软件 ( 美国   

Dassault 公司 )：有限元模型的计算和后处理；Solidworks 2016 

软件 ( 美国 Dassault 公司 )：用于双钢板模型的三维建模。

1.5   方法

1.5.1   骨盆有限元模型的构建   将以 DICOM 格式保存的 CT

数据导入 Mimics 15.0 医学建模软件。利用 CT 值的不同，

采用 Region Growing 功能，选取骨盆二维图像数据，利用

Calculate 3D 功能，重建为三维骨盆模型，以 stl 格式输出。

三维骨盆几何模型被导入到 Geomagic studio 12.0 软件中进

行进一步处理。利用三角形阶段的分割功能，对称分割骨盆，

删除一半骨盆模型，利用镜像功能重建，建立完全对称的骨

盆模型。然后利用去除特征，网格医生等功能，对几何模型

进行修饰和简化，之后将前置钢板与骨性骨盆组装起来。将

装配好的模型导入 Hypermesh 11.0 中，进行有限元的前处理

工作。基于前面提到的几何模型，建立骨盆模型的骨骼、软

骨和韧带。

利用一组三维非线性弹簧单元来模拟骶髂前韧带、骶

髂骨间韧带、骶髂后短韧带、骶髂后长韧带、骶结节韧带和

骶棘韧带，该弹簧单元只在牵拉时产生应力，压缩时不产生

应力，以模拟真实的韧带力学特性。为了模拟骶髂关节接触

的骶髂软骨界面，设置摩擦系数为 0.015，初始穿透深度为

0.01 mm[10]
。骶骨和髂骨面软骨分别用 1.8 mm 和 0.8 mm 厚

的皮质单元进行模拟，骶骨和髂骨皮质以相同方式进行模拟，

厚度分别为 0.45 mm 和 1.0 mm[11-12]
。

1.5.2   材料性能赋值   钢板材料选用钛合金材料，弹性模量为

METHODS: A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intact pelvic ring was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Then type B and type C sacroiliac dislocation 
model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intact pelvic model. Seven kinds of anterior plates with different angular orientation from 0° to 90° were implanted 
in two types of ipsilateral dislocated pelvic modes. The stability of models of sacroiliac joint dislocation fixed with different anterior plate configurations was 
record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For type B and C sacroiliac joint dislocation, the maximal translation was 0.96 mm and 0.92 in 0°-fixation models. The minimum 
translation occurred in 75°-fixation model of 0.18 mm. (2) The maximal flexion was also found in 0°-fixation model of 2.05° in type B and of 1.9° in type C 
dislocation, and the minimum flexion existed in 60°-fixation model of 0.06°. (3) As for lateral bending, the minimal lateral bending occurred in 30°-fixation 
model of 0.01° in type B dislocation and in 45°-fixation model with the value of 0.11° in type C dislocation. (4)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angle of anterior double-
plate fixation ranging from 45° to 75° demonstrated superior stability in both types B and C sacroiliac dislocation.
Key words: bone; pelvic ring; sacroiliac joint; dislocation; double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Shu h, huang Xw.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anterior double-plate fixation in types B and C of sacroiliac joint dislocation: a fi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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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GPa，泊松比为 0.3；皮质骨的弹性模量分别为 17 GPa，泊

松比为 0.3；松质骨的弹性模量为 150 MPa，泊松比为 0.2[13-14]
。

均假设内植物和骨均为各向同性、线性和弹性材料
[15-17]

，弹簧

单元的数量和材料属性在表 1 中列出。根据之前报道的解剖数

据和有限元模型数据对韧带附着进行模拟
[10-12]

，见图 1。韧带

的材料特性是根据文献中的数据选择
[17-20]

。

1.5.3   B 型和 C 型骶髂关节脱位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此次研究

建立了 B 型和 C 型两种骶髂关节脱位的有限元模型
[21]
。在 B

型脱位的情况下，除切除骶髂后长韧带和骶髂后短韧带外，

切除同侧骶髂关节的耻骨间盘和韧带，建立旋转不稳定模型。

而在 C 型脱位模型中，半骨盆的稳定韧带和耻骨联合全部被

切除，导致模型在垂直和旋转上均不稳定。两种类型的单侧

脱位盆腔模型置入 0°-90° 不同成角角度的 7 种前路双钢板构

型，见图 2。

1.5.4   边界条件和数据分析   加载模拟双下肢站立姿势，固

定髋臼中心节点，施加垂直力 400 N 于骶骨上终板上
[21]
。选

择骶骨上终板中线最靠腹侧的点 A，作为测量的参考点
[20]
。

同时记录骶骨上终板与位移后上终板的成度 ( 屈曲成角和侧

弯成角 )，用于表示骶骨屈曲和侧弯的角度，见图 3。S1 上终

板成角测量方法：记录骶骨上终板正中线最腹侧点 A 和最背

侧点 B，记录施加应力前空间位置及施加应力后的空间位置。

旋转移位计算公式：旋转位移 =arctan(yA-yB)/(zA-zB)-arctan 

(y*A-y*B)/(z*A-z*B)，其中 x，y，z分别代表参考点的三维坐标，

x*，y*，z* 分别代表参考点加载载荷后位移的三维坐标。

1.5.5   骨盆模型的模型验证   盆腔有限元模型的验证是将荷

载 - 位移数据与 MILLER 等
[20]

报道的尸体研究进行对比，载

荷和边界条件与尸体研究保持一致。将骶髂韧带外侧的髂骨

固定，并将载荷施加于下 S1 和上 S2 椎体终板之间。以骶骨

上终板的制定点作为参照点，分别施加 294 N 的 4 个垂直荷

载 ( 前、后、上、下 ) 和 42 N•m 的 3 个旋转力矩 ( 屈伸、侧

弯 )，记录位移并进行对比，以验证其一致性。

1.6   主要观察指标   骶骨标志点的向下位移，骶骨上终板的

屈曲成角和侧弯成角。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tata 1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

wilcoxn signed-rank 检验比较 B 和 C 型骶髂关节脱位的成角

差异。

2   结果   Results 
2.1   骨盆模型的模型验证   此次研究的有限元模型与尸体模

型在各个方向载荷作用下的位移相似
[20]
，其可靠性得到验证，

见图 4 所示。

2.2   B 型和 C 型骶髂关节脱位模型   对骶骨终板施加垂直载

荷，会产生骶骨向下的平移位移量、屈曲成角和侧弯成角。

对于 B 型骶髂关节脱位，在 0° 固定模型中，最大向下平移

量最大为 0.96 mm，如表 2 所示。而 75° 成角的固定模型，

其向下的平移量最小为 0.18 mm；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

15°，45°，60 和 90° 的固定模型中，向下平移量相差不大。

B 型骶髂关节脱位中，最大的屈曲成角为 2.05°，也出现在 0°

图注：前路双钢板成角分别为 0°，15°，30°，45°，60°，75°，90°
图 2 ｜前路双钢板固定骶髂关节 B 型脱位的 7 种构型

Figure 2 ｜ Seven configurations of anterior double plate fixation for B-type 

sacroiliac joint dislocation

图注：ASL 为骶髂前韧带，ST 为骶结节韧带，SS 为骶棘韧带，SPSL 为骶

髂后短韧带，LPSL 骶髂后长韧带

图 1 ｜三维骨盆模型

Figure 1 ｜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pelvic ring

图 3 ｜骶骨上终板正中线最腹侧点 A 和最背侧点 B
Figure 3 ｜ The most ventral point A and the most dorsal point B in the 

midline of the superior endplate of the sacrum

图注：加载模拟双下肢站立

姿势，固定髋臼中心节点，

施加垂直力 400 N 于骶骨上

终板上

表 1 ｜韧带的材料特性
Table 1 ｜ Material properties of ligaments

韧带 刚度系数 (N/mm) 数量

骶髂前韧带 1 500 30
骶髂后长韧带 10 000 8
骶髂后短韧带 7 500 26
骶棘韧带 8 000 10
骶结节韧带 9 000 16
骨间韧带 2 800  8

ASL

SS

ST

SPSL

LPSL

SS

ST

A

B

400 N

0° 60°

15°

30°

45°

7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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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模型中；最小屈曲成角为 0.06°，出现在 60° 固定模型中。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当夹角偏离 60° 时，屈曲成角增大。

侧弯成角在 0° 固定模型中最大，为 0.18°；在 30° 固定模型

中最小，为 0.01°；而在 0°，15° 和 60° 成角的双钢板前路固

定模型中，侧弯成角相似。

对于 C 型骶髂关节脱位，前路双钢板 0° 成角 ( 平行 ) 固

定模型的向下平移量最大，为 0.92 mm；而最小的向下平移量

存在于 75° 成角固定的模型中，其值为 0.18 mm；而 45°，60°

和 90° 成角固定的模型，它们的向下平移量差不多。对于屈曲

角度，最大的屈曲成角出现在 0° 固定模型中，最大屈曲成角

为 1.9°；最小的屈曲成角出现在 60° 固定模型中，为 0.06°。与

B 型骶髂关节脱位相比较，钢板角度与屈曲角度的相关性也有

相似的趋势。最大的侧弯成角出现在 15° 固定的模型中，其

值为 0.31°；而 45° 固定模型中，侧弯成角最小，为 0.11°。
2.3   B 型和 C 型骶髂关节脱位类型的位移情况比较   从结果

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骶髂关节脱位在向下平移和屈曲

成角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而当前路钢板的成角不变时，

B 型骶髂关节脱位模型的侧弯成角明显低于 C 型骶髂关节脱

位模型的侧弯成角 (P=0.018，wilcoxn signed-rank 检验 )。
2.4   临床实践的最佳选择   前路双钢板夹角在 45°-75° 范围

内，B 型和 C 型骶髂关节脱位均表现出较好的生物力学稳定

性，尤其是在向下位移、屈曲成角等方面表现出较小的数值。

45°和60°前路钢板固定模型的屈曲成角分别为0.08°和0.06°，

明显低于其他双钢板前路固定。75° 固定的向下移位在两种

类型的脱位中都是最小的。

3   讨论   Discussion
由于骨盆后环尤其是骶髂关节是骨盆承重的主要部位，

所以手术治疗骨盆损伤的首要目的是尽可能恢复骨盆后环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骶髂关节周围脱位的机械稳定有助于

填塞出血的骨表面和破裂的静脉，从而防止损伤的进一步进

展。经前路双钢板固定是治疗不稳定骶髂关节脱位的常用方

法
[22]
，然而在临床实践中，还没有建立起关于前路钢板角度

的明确标准，此外，关于这一课题的临床或生物力学研究也

很有限。在此次研究中，重点研究前路钢板角度与骨盆内固

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为临床应用提供最佳选择。

在临床实践中，骨盆后路手术治疗有两种主要的入路，

即前入路和后入路。前路手术具有并发症少、可通过单次手术

实现前后骨盆损伤固定等优点
[23-25]

，但由于前路双钢板内固定

提供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因此前路入路的应用受到限制
[1-2]

。

此次研究的目的是寻找前路钢板固定的最佳角度，以最大限度

提高前路手术的疗效，扩大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在此次研究中，比较了经前路双钢板固定两种类型骶髂

关节脱位的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骨盆后环损伤常涉及不

稳定的前环，同时应予以固定。此次研究通过移除耻骨联合

和周围的韧带来模拟不稳定的前环损伤，但考虑到骨盆前环

固定形状的多样性可能会影响骨盆后环的稳定性，没有模拟

骨盆前环损伤的固定。

垂直方向的剪切力被证明是创伤暴力穿过后环的主要力

量
[23]
，作者认为骶骨的平移方向是沿着剪切作用力的方向，

因此，应用在主剪力方向上的向下平移来测量骶骨平移，利

用屈曲成角度和侧弯成角分别表示骶骨在矢状面和冠状面的

位移。由于载荷力垂直于骶骨，旋转角度太小无法测量，因

此没有记录骶骨在水平面上的位移。同时此次研究建立了对

称骨盆模型，以最小化骨盆不对称对侧弯稳定性的影响。

B 型和 C 型模型的下平移和屈曲最大位移均发生在 0°

固定时，这与之前发表的文献是一致的
[9]
。结果表明，前路

钢板成角度为 0° 时，即两钢板平行时，向下平移和屈曲成

角的数值最大，即最不稳定；这可以解释为，当边长固定时，

0° 固定板形成的平行四边形不是一个稳定的构型，形状和面

积是可变的
[9，25]

。前路钢板成角度为 75° 的构型固定 B 型和

C 型的骶髂关节脱位时，向下平移的位移量最小；前路钢板

成角度为 60° 的构型固定 B 型和 C 型的骶髂关节脱位时，屈

曲成角最小。

结果表明，骶髂关节的脱位类型与向下平移位移和屈曲

成角没有相关性，这可能与前路钢板及骨交界面的边界条件

设置有关系。因为在此次研究中，钢板的螺钉与骨头之间是

绑定的，没有任何运动。然而，人们发现相同成角的前路钢

板固定，B 型的侧弯成角明显大于 C 型骶髂关节脱位的侧弯

成角 (P=0.018)，这表明骶髂后长韧带和骶髂后短韧带在维持

  向上 向下 向前 向后 屈曲  后伸  侧弯 
                      成角  成角  成角

MILLER 等 [20]

此次研究

位
移

(m
m

)
4

3

2

1

0

图 4 ｜此研究模型和 MILLER 等
[20]

报道的尸体模型位移结果比较

Figure 4 ｜ Comparison of displacement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model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rpse model reported by Miller et al.[20]

图注：此次研究的有

限 元 模 型 与 MILLER
等

[20]
报道的尸体模

型在向上、向下、向

前、向后、屈曲、后伸、

侧弯 6 个方向载荷作

用下的位移相似，其

可靠性得到验证

表 2 ｜前路双钢板 7 种构型固定骶髂关节脱位的具体位移
Table 2 ｜ Displacement of seven configurations of anterior double-plate 
fixation for sacroiliac joint dislocation

脱位类型 钢板角度 (°) 向下平移 (mm) 屈曲成角 (°) 侧弯成角 (°)

完整骨盆 无 0.89 0.78 0.31
B 型 0 0.96 2.05 0.18
B 型 15 0.28 1.18 0.17
B 型 30 0.33 0.46 0.11
B 型 45 0.29 0.08 0.05
B 型 60 0.28 0.06 0.16
B 型 75 0.18 0.12 0.07
B 型 90 0.28 0.3 0.09
C 型 0 0.92 1.9 0.20
C 型 15 0.27 1.12 0.31
C 型 30 0.34 0.45 0.13
C 型 45 0.29 0.09 0.11
C 型 60 0.29 0.06 0.17
C 型 75 0.18 0.12 0.24
C 型 90 0.29 0.3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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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骨盆环冠状面的稳定性上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就向下位移来说，钢板的角度与模型向下位移量之间

没有明显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路钢板成角角度偏离

60° 时，屈曲成角度增加；因此就屈曲成角而言，当前路钢

板的成角为 60° 时，其模型在外力作用下屈曲成角最小，即

在矢状面的稳定性最大；而就侧弯成角而言，在 B 型骶髂关

节脱位时前路钢板 0° 成角固定时，其侧弯成角最大；在 C 型

骶髂关节脱位时前路钢板 15° 成角固定时，其侧弯成角最大；

在 B 型骶髂关节脱位时前路钢板 30° 成角固定时，其侧弯成

角最小；而在 C 型骶髂关节脱位时前路钢板 45° 成角固定时，

其侧弯成角最小，即在冠状面上稳定性最好。因此，综合考

虑向下成角 ( 垂直剪切应力方向 )、屈曲成角 ( 矢状面位移 )

和侧弯成角 ( 冠状面位移 ) 这 3 个方面的位移，作者认为前

路钢板成角在 45°-75° 这个范围，对 B 型和 C 型骶髂关节脱

位的固定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此次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①首先，只模拟了骨性结

构和关节软骨及韧带，而没有模拟维持骨性骨盆稳定的肌肉

附着，这主要是由于可能会增加非常多的计算量，使得整个

模拟过程不可预测
[26]
；②其次，所建立的模型是模拟手术

后的完全解剖复位，如果手术中的复位不能保证是完全解剖

复位
[27-30]

，那么此次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不适于这类不

完全解剖复位的情况，因此需要一个更详细的模拟肌肉和非

解剖条件的模型来验证研究的结论；③最后，由于是基于个

体化的骨盆模型，因此研究结论的外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加不同患者的骨盆模型，使得结

论有更好的外推性。

结论：综合考虑向下位移 ( 垂直剪切应力方向 )、屈曲

成角 ( 矢状面位移 ) 和侧弯成角 ( 冠状面位移 ) 这 3 个方面的

位移，作者认为前路钢板成角在 45°-75° 这个范围，对 B 型

和 C 型骶髂关节脱位的固定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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