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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在踇外翻治疗中的应用

王文成，张兴飞，许亚军

文题释义：

踇外翻：是指踇趾向外偏斜超过正常生理范围的一种进行性的前足畸形，由第一跖骨内侧骨性突起和外翻的踇趾组成，可伴有踇趾旋

前。

数字化技术：是指运用二进制0和1两位数字进行编码，通过计算机等设备来传播信息的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即为数字医学，它主

要包括三维重建可视化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和3D打印技术，在颌面部、脊柱及髋膝关节等领域应用广泛。

摘要

背景：踇外翻的手术治疗包括骨性手术及软组织的平衡手术，目前多凭借术者的经验制定手术方案。踇外翻的手术方式众多，病理变化

复杂多样，没有一种手术能彻底解决踇外翻所有的问题，且手术疗效不确切，学习曲线也较长。

目的：探讨数字化技术在踇外翻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检索 PubMed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为“hallux valgus，digital technology，
biomechanics，finite element，digital orthopedics，osteotomy”，中文检索词为“踇外翻，数字化技术，生物力学，有限元，数字骨科，

截骨术”，检索时间为2000年1月至2020年5月，总计英文文献571篇，中文文献350篇，根据纳入标准选择其中的42篇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①临床上治疗踇外翻时，利用软件进行三维仿真模型重建，在不同工况下模拟手术操作，分析矫形效果，这对于术前规划

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有利于降低踇外翻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优化矫形效果；②利用计算机软件行三维建模及有限元足底应力分析，

对于生物力学机制研究及术后临床疗效评估优势明显；③3D打印踇外翻截骨导板及骨骼模型的临床应用能够使踇外翻患者得到更精确、

更个体化的治疗。

关键词：骨；踇外翻；截骨术；数字化；生物力学；有限元；数字骨科；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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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urgical treatment of hallux valgus includes bone surgery and soft tissue balance surgery. At present, many surgical plans are mad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urgeon. There are many surgical methods for hallux valgus, an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are complex and diverse. No surgery can 
perfectly solve all the problems of hallux valgus, and the surgical effect is not accurate, and the learning curve is also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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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检索策略：

(1) 检 索 词： 踇 外 翻 (hallux 
valgus)、数字化技术 (digital 
technology)、 生 物 力 学

(biomechanics)、 有 限 元

(finite element)、数字骨科

(digital orthopedics)、截骨

术 (osteotomy)；
(2) 时间范围：2000 至 2020 年；

(3) 数据库：PubMed、万方、

CNKI 数据库。

检 索 到

921 篇文

献，符合

要 求 的

42 篇

综述结果：

(1) 数字医学在踇外翻

中的应用包括发病

机制、病理变化、

生物力学研究、手

术治疗及矫形效果

的评估；

(2) 目前针对踇外翻精

准化手术治疗的相

关研究较少，其治

疗方式的改进有待

进一步研究。

文章特点—

△有限元分析、3D 打印等通过模拟

手术方案、评估手术疗效、制作

手术导航模板等诸多方式应用于

踇外翻的临床治疗中，数字化技

术具有精准化的技术优势。

△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术前规划，

有利于降低踇外翻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率，优化矫形效果，使踇外

翻患者得到更精确、更个体化的

治疗，未来数字化技术也势必推

动实现足踝部矫形的精准化、个

性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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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踇外翻是指踇趾向外偏斜超过正常生理范围的一种进行

性的前足畸形，由第一跖骨内侧骨性突起和外翻的踇趾组成，

可伴有踇趾旋前
[1]
。踇外翻的治疗方式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

术治疗。保守治疗多使用分趾垫等支具佩戴矫形、热敷、理

疗等方式，但保守治疗效果有限，且通常只能延缓病情的进

展，短期内减轻患足行走疼痛症状
[2-3]

。目前有症状的踇外

翻的治疗多采取手术治疗
[4]
，手术治疗的目标是解除负重行

走疼痛，纠正踇趾外翻畸形，恢复前足的正常外观及功能。

满意的手术疗效来自于术者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术前的精

心设计、术中的细致操作及术后规范的康复指导。踇外翻的

手术治疗方式众多，目前已有 200 多种
[5-6]

，但最佳的手术

处理方法仍然存在争议，作者翻阅各类相关文献发现各种手

术之间的临床疗效各有差异，不同术式的矫形力度也各有差

别，部分术式经过临床检验证实其弊端较多目前已被淘汰
[7]
。

并且手术治疗后畸形复发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难以预计，例

如文献报道 Scarf 截骨术治疗踇外翻，10 年以上随访的复发

率可以达到 30%-78% [8-9]
。这提示足踝外科医师在行踇外翻

手术治疗时有必要重新审视截骨手术的矫形作用
[10]
，从而避

免矫枉过正及矫正不足，降低术后畸形的复发率和并发症的

发生率。

如今，计算机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而各种数字

化技术正如雨后春笋一样日新月异，如今数字化技术在骨科

诊断、手术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数字骨科是骨科临床与

计算机数字化技术紧密结合的一门新兴医学学科，以计算机

图像处理技术为辅助，骨科为基础，涉及到生物力学、人体

解剖学、材料学、机械工程学、立体几何学、电子学、信息

学等领域内容的交叉学科
[11]
。由于数字化技术克服了传统研

究方法的诸多缺陷，且其可靠性得到有效验证，近些年在足

踝外科中被逐渐推广应用，为足踝部矫形特别是踇外翻、扁

平足等复杂矫形手术的无创化、可视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向。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计算机检索 PubMed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hallux valgus.
METHODS: Databases of PubMed, Wanfang, and CNKI were searched. The key words were “hallux valgus; digital technology;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digital orthopedics; osteotom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trieval time was from January 2000 to May 2020. Among 571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350 articles in 
Chinese, 42 article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for review.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When clinical treatment of hallux valgus is performed, the software i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model, to simulate the 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o analyze the orthopedic effect. This has a clear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of hallux valgus and optimize the orthopedic effect. (2) The use of computer 
software for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finite element plantar stress analysis has obvious advantages for the study of biomechanical mechanisms and the 
evaluation of postoperative clinical efficacy. (3)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ed hallux valgus osteotomy guide plate and bone model can 
enable the patients with hallux valgus to get more accurate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Key words: bone; hallux valgus; osteotomy; digital;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digital orthopedics; review
 
Funding: the Research Fund for Postgraduates of Wuxi No.9 Institute Affiliated to Soochow University (to XYJ); the Fun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Wuxi 
Municipal Health Commission, No. MS201902 (to XYJ, ZJD)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WC, ZHANg XF, XU YJ.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hallux valgu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1;25(12):1911-1916.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英文检索词

为“hallux valgus，digital technology，biomechanics，finite 

element，digital orthopedics，osteotomy”，中文检索词为“踇

外翻，数字化技术，生物力学，有限元，数字骨科，截骨术”，

检索时间为 200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并查阅相关文章所

附的参考文献。收集所有相关研究文献，筛选出符合纳入标

准的文献，对其进行严格的质量评价。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文章所述内容为与踇外翻治疗相关的数字

化研究，包括三维模型建立、有限元分析、生物力学研究、

手术方案规划及截骨导航等。

1.2.2   排除标准   重复性研究。

1.3   质量评估   共检索到 921 篇相关文献，中文 350 篇，英

文 571 篇，阅读标题和摘要进行筛选，排除重复性研究和无

关研究，最后 42 篇文献符合纳入标准。文献检索流程见图 1。

2   结果   Results 
2.1   数字化技术在踇外翻中研究现状  

2.1.1   足踝部三维模型的建立和模型有效性验证   通过计算

机软件将患者的 CT、MRI 等影像数据进行三维重建在临床中

早已普遍应用，建立三维模型可以使术者在术前对踇外翻形

成一个直观的立体的概念，准确把握畸形的严重程度和患足

第一作者以“hallux valgus，digital technology，biomechanics，finite element，
digital orthopedics，osteotomy”及“踇外翻，数字化技术，生物力学，有限元，

数字骨科，截骨术”检索 PubMed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CNKI 数据库

共检索到中英文文献 921 篇

排除重复研究

纳入与踇外翻治疗及数字化技术应用相关的研究

通过阅读摘要初步筛选，共选取 42 篇文献进行综述，其中中文 21 篇，英文 21 篇

10 篇文献

探讨了踇

外翻手术

治疗的现

状

4 篇文献探讨

了足踝部三

维模型的建

立和模型的

有效性验证

7 篇文献探

讨了有限元

分析及踇外

翻生物力学

研究

17 篇文献探

讨了数字化

技术在踇外

翻术前规划

中的应用

4 篇文献探讨

了 3D 打印与

截骨导航模板

在踇外翻中的

应用

图 1 ｜数字化技术在踇外翻治疗中应用的综述文献检索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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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情况，在此基础上做出准确判断。三维模型不仅可以

模拟传统生物力学无法实现的工况，且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反

复模拟使用。应用多排螺旋 CT 扫描踇外翻患者足部负重薄

层 CT 影像
[12]
，将扫描后获取的足部负重 CT 影像以 DICOM

数据格式导入 Materialise Mimics 软件中，由于放射仪器条

件的限制，目前国内负重 CT 影像多是利用模拟负重扫描

支架辅助下所获取的。在 Mimics 软件中，根据不同组织的

灰度值进行阈值分割、编辑、生成蒙版获得各部位骨、软

骨以及周围软组织的 3D 模型；然后分别导入 SolidWorks、
HyperMesh 等软件中，生成模型并重建装配体、建立韧带模

型，通过一系列算法对模型中不同结构进行网格划分、赋值

等处理；再利用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对所处理的模型进一

步分析。在 ABAQUS 中模拟各部位间的接触面和足底作用力、

设定摩擦系数、完善载荷约束条件等一系列操作，选择相应

的边界条件进行加载分析
[13]
。构建足踝部有限元仿真模型的

所需时间较长，且操作者需具备一定的软件操作能力，然而，

所构建的有限元模型是否与真实足部生物力学情况相似需进

一步验证。

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建立的三维有限元仿真模型都

需经过生物参数有效性的验证
[13]
。准确的有限元模型对模拟

结果至关重要，在临床研究中多采用专业生物力学测量系统

进行对比分析
[4，13]

。使用足底压力测量系统 ( 如 Footscan，
RSscan，比利时 ) 来获取同一受试者的足底压力数据，将有

限元软件计算结果与受试者的实际足底压力数据进行比较，

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有限元模型的验证。WONG 等
[14]
、金立

夫等
[15]

通过 Footscan 足底压力测试系统进行同一受试者正

常足与有限元模型在软件中模拟的足底压力进行对比，结果

显示各跖骨头区力学趋势大致相同，由此证明三维有限元模

型是有效的。通过计算机软件所构建的有限元模型与真实足

踝部生物力学具有高度相似性，且模型可以反复研究使用，

为足踝部生物力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数字化平台。  

2.1.2   有限元分析及踇外翻生物力学研究   有限元分析是利

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进行模拟，还利用简单而

又相互作用的元素即单元，用有限数量的未知量去逼近无限

未知量的真实系统。它将求解域看成是由许多称为有限元的

小的互连子域组成，对每一单元假定一个合适的近似解，然

后推导求解这个域总的满足条件，从而得到问题的解
[16]
。由

于能在不同实验条件下模拟生理状态，近年有限元逐渐应用

于关节、足踝等领域疾病机制、治疗方式的探讨。足踝部疾

病的病程进展机制复杂多样，由于尸体标本失去了正常的组

织活性，其韧带和其他软组织的状况不同于活体组织，尸体

解剖研究无法基于足踝部正常生理状态
[17]
。因此，传统解剖

学及生物力学方法所研究获得的实验成果无法揭示不同工况

下足踝部各组织结构的内部应力传递机制
[13]
，而有限元方法

在足踝外科领域的应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由于有限元模型具有正常足部的生物力学性质，可行静态、

准静态及动态分析
[13]
，且可反复模拟使用，弥补了传统生物

力学及解剖学研究的不足，为足踝部不同力学情况下的基础

研究提供参考及证据，也为足踝部疾病特别是踇外翻、扁平

足、高弓足等足踝畸形的生物力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利用计算机软件建立足踝部有限元模型，在此基础上可

根据不同的需要行有限元应力分析。通过软件生成不同工况

下足底的力学分析云图，分析显示第一跖列的稳定性对于维

持足的结构完整性至关重要
[18-19]

。通常第一跖列的过度活动

与踇外翻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第一跖列的载荷传递机

制对于了解踇外翻的发展和致病机制很重要。WONG 等
[14]

通过在计算机软件中连续的准静态步骤中施加地面反作用力

和胫骨倾斜度来模拟行走步态阶段，以研究过度运动对第一

跖列负荷转移的即时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跖列过度运动会增

加跖楔关节和跖趾关节负荷，增加关节问题发生的风险，跖

楔关节负荷在跖骨中外侧方向上的突然变化也进一步证实第

一跖骨发生内翻的风险，第一跖列的过度活动对踇外翻畸形

的这种作用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手术的处理
[20]
。有限元法能

够立体直观地展示机体内在结构的应力变化，通过改变设置

的生物材料参数模拟不同实验工况，能对不同载荷、材料和

机构复杂的对象进行应力、应变分析，相对于传统研究方式

有着绝对的优势。有限元法在踇外翻发病机制研究中通过建

立与真实足部类似的踇外翻有限元模型，模拟患者不同实验

条件下足部内在生物力学变化，探究踇外翻在疾病进展过程

中不同时期机体内在结构的变化及发生机制，从而为研究其

足部病理形态和生理功能的变化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2.1.3   数字化技术在踇外翻术前规划中的应用   在常规的踇

外翻诊疗过程中，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手术矫形力度的参考标

准主要依靠患者术前的 X 射线片。踇外翻角、第 1-2 跖骨间

角及跖骨远端关节面夹角等是评判踇外翻畸形严重程度的重

要参考依据，同时也是评价踇外翻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
[21-22]

。

因此精确地测量踇外翻相关衡量指标对于指导踇外翻的手术

方式的选择和评估手术疗效至关重要。目前，针对踇外翻指

标的测量多是依赖于传统 X 射线片的观察，而 X 射线片由于

摄片时球管投照距离、投照角度以及主观测量的差异使所获

得的相关指标误差较大
[23-25]

。而伴随数字化技术在足踝外科

领域中的应用，利用足部负重 CT 影像导入 Mimics 软件中行

足部各骨块的三维重建，重建足部负重位 3D 骨骼模型，在

模型中提取相应骨块，利用软件自动分析计算生成第 1-2 跖

骨和踇趾近节趾骨的轴线，在 3-matic 软件中保留所需骨块

及轴线并进行正侧位二维平面草图投影，可精确测量踇外翻

相关指标，特别是针对于传统 X 射线片上由于骨块间重叠造

成的测量困难和数据差异，数字化技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对

于这种测量方式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张鹏等
[26-27]

利用计算机

辅助软件测量踇外翻畸形相关指标，并与常规 X 射线测量法

比较，证实利用软件测量方法可对踇外翻相关指标精确测量，

其可靠性、重复性好。由于计算机软件中可对模型进行骨块

分割、透明化及平面投影等一系列传统测量无法实现的操作，

可以完全避免足部骨块多且不规则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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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术前评估对踇外翻手术规划是必不可少的，评

估过程中失去准确性会导致术式选择不当和手术操作出现偏

差。通过术前对手术操作的三维重建和术前模拟，能够对足

踝外科医师手术过程产生一定指导作用
[28-30]

。在行踇外翻术

式时，骨性手术和软组织平衡的手术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术者需充分考虑两者对于踇外翻畸形的影响机制。踇外翻的

截骨操作中，对于一些相对复杂的截骨术式，例如 Scarf 截

骨术，由于其截骨线呈“Z”形，截骨线较多，且截骨方向

是在三维平面上进行，截骨后对畸形的矫形力度较大；但是，

也正因其截骨线空间构型复杂，截骨角度的设计调整难以量

化，术者的操作难度和矫形效果的不确定性也更大
[10，31]

。考

虑到截骨角度与方向对于第 1 跖骨的长度、高度及稳定性的

影响，孙卫东等
[32]

利用足部有限元模型模拟踇外翻不同截骨

角度对于跖骨颈部截骨术截骨端稳定影响的 7 种工况，测定

不同工况下截骨端的应力及位移，研究表明在行跖骨颈部截

骨术时，其矢状面上截骨的方向需从第 1 跖骨远端背侧到近

端跖侧时截骨端才能维持稳定，并且通过有限元分析证实在

第一跖骨截骨线与第一跖骨轴线夹角为 60° 时截骨端稳定性

最佳。而由于不同踇外翻患者的畸形程度及软组织对于截骨

端影响的情况不同，应当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准确

地术前规划，以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及适宜的足底压力。GENG

等
[8]
通过建立踇外翻患者足部有限元模型研究第 1 跖骨短

缩程度与足底负重区域压力分布之间的关系，通过建模及模

型验证，利用软件进行标准化的跖骨截骨短缩，消除混淆因

素，以 2 mm 的增量确定缩短的长度，并观察足底压力分布

的变化；研究发现当缩短第 1 跖骨时，第一跖列的足底压力

随着缩短长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而中央及外侧跖列的足底

压力增加，术后转移性跖骨痛的风险显著增加；但如果将第

一跖骨的远端进一步下压 3 mm，则其足底压力分布可得到

显著恢复。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在手术过程中需要

较大程度地缩短第一跖骨，例如第一跖骨过长所导致的踇僵

硬，其最大缩短长度为 6 mm 被认为是在安全范围内，此时

可通过适当地下推截骨远端骨块来弥补其负重功能的丢失
[8]
。

MATZAROGLOU 等
[33]

利用有限元法分析法对改良 90°Chevron

截骨术和经典 60°截骨角度进行对比研究，有限元分析表明，

改良 90° 截骨术在压缩应力、剪切应力上较经典 60° 截骨术

具有一定机械优势，临床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优势。利用计算

机软件辅助技术，不仅能够对踇外翻进行术前规划，模拟截

骨手术，而且可以对所模拟的手术进行术后矫形效果的评估，

为术式的选择及规划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34]
。

同样，在行踇外翻手术时不能只侧重于截骨手术的操作，

软组织的平衡对于踇外翻矫形效果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35]
。通

过软组织的松解与紧缩，不仅能够对踇外翻畸形进行显著矫

正，也可避免术后畸形的复发。通过有限元模型模拟截骨端

周围软组织 ( 足内在肌、肌腱和关节韧带 ) 存在时的工况，

截骨端软组织能一定程度上减少截骨端移位，增加截骨端应

力，有利于截骨端稳定，促进截骨端骨性愈合，这表明软组

织的平衡手术作为踇外翻手术的组成部分对手术疗效和预后

的重要性
[36]
。除此之外，截骨术中及术后不同的固定方式对

于踇外翻术后骨性愈合也具有一定影响，由于在体内难以测

定截骨端的生物力学效应，足部三维模型及内固定物的仿真

模拟可为其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行性
[4，34，37]

。

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在踇外翻领域的

研究不断深入，对于踇外翻的发病机制、手术治疗及预后情

况的研究也日趋全面及个性化，通过数字化技术模拟矫形过

程，评估矫形效果，可为踇外翻的治疗提供更加精准的生物

力学依据，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有力证据，缩短了外科医

生对各种复杂术式的学习曲线，有利于实现对患者个体化、

精确化的手术治疗，同时也为手术技术不断改进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推动手术技术日臻完善。

2.1.4   3D 打印与截骨导航模板在踇外翻中的应用   3D 打印技

术是一种新型快速逆向成型制造技术，具有成型快、精度高、

耗材少等特点，适合具有复杂精细结构物体的定制化生产
[38]
。

随着三维重建及可视化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 3D 导航技术

在临床中的应用领域日趋广泛，3D 打印技术在足踝部矫形

的个性化术前规划、手术模拟以及矫形效果评估等方面逐渐

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3D 打印截骨导板是根据不同手术方

式需要而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3D 打印制备的一种个性化

手术器械
[39]
，将计算机数字化软件中根据踇外翻患者术前规

划设计完成的三维导板数据转换成 3D 打印机可识别的文件

格式，根据手术需求选择合适的 3D 打印材料，调整参数，

完成手术导板的实体制备，再通过术前消毒，用于术中指导

手术操作。

在踇外翻手术过程中，利用截骨导航模板在第一跖骨上

准确定位截骨线的位置，通过截骨导航槽来确定在三维平面

上的截骨角度，能够避免截骨角度偏差所导致的截断后骨块

推移困难，避免术者截骨操作过程中手部及锯片晃动使骨量

丢失过多，造成跖骨短缩。另外，利用截骨导板精确操作，

可以减少截骨部位软组织的剥离，减少创伤和出血，利用截

骨导板能有效降低截骨操作的难度，规避手术操作失误及其

造成的难以挽救的严重后果。作者检索国内相关文献发现，

目前关于 3D 截骨导航模板在踇外翻手术治疗中的应用国内鲜

有报道，而随着数字化技术在足踝领域的发展，对于截骨导

航模板在踇外翻领域的应用未来将会愈加广泛。张元智等
[40]

为 11 例 (16 足 ) 拟行改良 Reverdin 截骨术治疗的踇外翻患者

设计截骨导板，3D 打印模板实体，手术时将制备的截骨模板

与第一跖骨头贴合，沿截骨导板进行截骨；术后观察患足的

踇外翻角度改善明显，截骨处骨愈合良好，负重无疼痛。证

实利用三维重建、3D 打印技术可为 Reverdin 截骨术治疗踇外

翻畸形的术前规划、术中辅助提供数字化手段，有效提高截

骨精确度，并且其认为这种方式同样可推广应用于其他踇外

翻术式中。类似地，DAVIES 等
[31]

在一项踇外翻 3D 打印技术

辅助截骨组与传统截骨组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中发现，计算

机辅助截骨组采用计算机软件术前仔细规划、采取最佳截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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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手术方案，利用 3D 打印技术获得 3D 打印截骨模型，

消毒后应用于术中指导，术后第 1-2 跖骨间角较传统截骨组

改善明显，足踝部美国足踝外科协会评分升高，证实 3D 打印

技术制定的个体化截骨方案治疗踇外翻纠正精度更高，可有

效改善术后足部负重行走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具有传统截骨方式不具有的精准化优势。

2.2   数字化技术研究的不足   数字化技术弥补了传统尸体解

剖无法研究正常足部生理状态的不足，能模拟足部疾病发展

过程中机体内在结构的变化，然而数字化技术在长期应用中

也被证实存在诸多不足。足部解剖构型复杂，在重建足部三

维模型时想要尽可能类似于正常生理状态，就需要考虑到肌

腱、韧带、血管等软组织的分割重建，由于软件中尚不能自

动分割重建不同组织，需依赖具备解剖基础的医生人为操作，

其工作量大、耗时长，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软件操作能力，

这使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临床上为了方便研究，

针对足部的有限元研究所建立的三维模型多是根据研究目的

建立的精简化模型，不同模型的差异性较大，与模拟真实的

足部生物力学数据存在一定误差
[4]
。在建立踇外翻有限元模

型的过程中，足部各组织的生物材料参数赋值对于三维有限

元模型的建立至关重要，而目前足部模型所使用的生物材料

参数多数源于国外文献，国内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缺乏规

范的有限元数据库，国内与国外有限元材料参数差异性所带

来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41]
。由于中国人与西方国家的

足部存在差异，会影响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另外，行足部

CT 影像检查辐射较大，费用较高。足负重位角度测量能真实

反映患者踇外翻的程度，在足部处于负重状态下前足散开增

宽以吸收振荡，此时韧带的牵拉、足内在肌的作用及籽骨的

移位进一步加重踇趾外翻及跖趾骨旋转畸形，因此负重位测

量对于踇外翻诊断、手术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术后疗效观察至

关重要
[42]
。但由于目前国内放射仪器条件的限制，负重 CT

影像多是利用模拟负重扫描支架辅助下所获取的，考虑到腿

部肌肉 ( 小腿三头肌 )、足踝部韧带等软组织在负重状态下

对足部的力学影响，获取的 CT 影像与真实负重数据存在一

定差异。此外，由于跖骨骨块较短，截骨线较短，截骨操作

空间小，给截骨导板的设计和制备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   数字化技术在足踝领域应用中的展望   Prospec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foot and ankle 

现如今，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医学的发展，数字化技术与

骨科相互渗透，数字化技术与骨科手术的发展创新正产生剧

烈冲击。数字化技术在足踝领域中的应用，使得足踝部疾病

的生物力学研究和矫形手术方式的相关研究更加精确化、个

性化、直观化
[11]
。此外，数字化技术可用于足踝部骨缺损的

3D 定制化假体置入，对足部植入物的应力分布进行评估，

在显微外科中还可用于足踝部皮瓣解剖的三维重建及辅助皮

瓣穿支血管的定位
[42]
。同时，在临床教学中利用术前软件模

拟截骨、骨折内固定等手术，有助于临床教学工作中指导学

生充分理解骨科手术的操作；在术前医患沟通中利用软件中

三维可视化图像进行术前规划手术方式的告知，便于向患者

及其家属交代病情及手术方案，有助于患者理解手术相关并

发症的发生风险，避免医患矛盾的发生。目前，数字化技术

已逐渐深入到诸如踇外翻、扁平足、高弓足等足踝部疾病矫

形的生物力学研究中，在生物力学机制研究、术前规划及手

术疗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未来如何利用数字化技

术规范诊疗及精准手术有待深入研究探索，以期能更好地服

务于临床诊疗，提高手术疗效及患者满意度。相信随着数字

医学在足踝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在足踝矫

形中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实现足踝部矫形的精准化、个性

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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