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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枚下胫腓联合螺钉不同角度固定下胫腓损伤的生物力学特性

米  涛，丁军稳，李泽清，唐保明，任  荣，李钊伟

文题释义：

下胫腓联合螺钉固定：下胫腓损伤手术方式的金标准仍是推荐的一至两枚横行金属螺钉坚强内固定，但螺钉置入的位置及大小、数目、穿

透皮质层数等均存在较多的争议，而在角度的选择上多根据AO建议向前20°-30°进行置入，而选择向上的角度置入少有报道。

有限元分析：将CT扫描得到的图像数据导入计算机有限元软件中，利用有限元软件确定研究对象的求解域，并将求解域划分为有限大小

和形状且彼此相连、相互作用的有限个单元，对每一单元假定一个较简单的近似解，然后推导求解这个域总的满足条件，从而得到问题的

解。

摘要

背景：下胫腓联合损伤后的螺钉置入存在较多的争议，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逐渐发展，有限元法被不断应用在骨科领域中，该技术的可靠

性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目的：通过建立踝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研究单枚下胫腓联合螺钉不同角度置入固定下胫腓时的生物力学特性。

方法：基于健康志愿者断层CT图像基础，利用Mimics软件、Geomagic Studio软件建立踝关节模型并进行有效性验证，将模型导入

Solidworks软件中，通过建立螺钉6种不同角度(模型a：向前15°、向上10°，模型b：向前15°、向上15°，模型c：向前15°、向上20°，模   

型d：向前25°、向上10°，模型e：向前25°、向上15°，模型f：向前25°、向上20°)置入固定下胫腓的有限元模型，模拟人体中立位单足站立

时踝关节的受力方式，比较不同角度置入固定方式下螺钉的最大应力分布及螺钉的最大位移。

结果与结论：①在内旋、外旋载荷下，螺钉的最大应力点均在胫腓骨之间靠近胫骨处，在内旋载荷下，模型a、b、c、d、e、f的最大应

力分别为53.38，52.05，52.63，54.39，53.85，52.83 MPa；在外旋载荷下，模型a、b、c、d、e、f螺钉的最大应力分别为73.75，71.62，
66.81，77.96，75.31，74.60 MPa；②在内旋载荷下，模型a、b、c、d、e、f的最大位移分别为3.27，3.25，3.2，2.83，2.99，2.98 mm；

在外旋载荷下，模型a、b、c、d、e、f螺钉的最大位移分别为2.69，2.71，2.75，2.41，2.53，2.55 mm；③结果提示，在内旋、外旋载荷

下，螺钉在向前25°置入固定时得到了更强的踝关节稳定性。 
关键词：下胫腓；螺钉；生物力学；有限元分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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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how to implant the tibiofibular joint screw.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finite element method has been continuous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orthopedic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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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由于社会的发展，各种因素导致的下胫腓损伤越来越常

见。下胫腓损伤分型方法较多，常采用的是西点军校踝关节

分级系统分型方法
[1]
，该分型方法将下胫腓损伤分为 3 级：

Ⅰ级，踝关节稳定的下胫腓联合损伤；Ⅱ级，相关影像学检

查阴性 ( 不包括 MRI)，但挤压及外旋试验阳性的轻度不稳定

下胫腓损伤；Ⅲ级，明显的不稳定下胫腓损伤。现在下胫腓

损伤临床上常用的手术治疗方式仍是内固定研究学会 (AO/

ASIF) 推荐的一至两枚横行金属螺钉坚强内固定。目前对于

螺钉置入位置的生物力学研究有了较多报道
[2-3]

，但对于螺

钉置入角度的生物力学研究还比较欠缺，并且生物力学在人

体上的研究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在尸体标本上研究会显著增

加成本，且标本的取材也相对困难。通过技术的发展，踝关

节三维有限元技术得到了实足的进步，一些学者也证明了采

用踝关节 CT 图像建立有限元模型的意义及可靠性
[4-5]

。因此，

此次试验目的是通过建立踝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研究下胫

腓联合螺钉不同角度置入固定下的生物力学特性，为临床上

选用何种角度置入固定治疗下胫腓损伤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有限元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3-6 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完成。

1.3   对象   健康男性志愿者 1 名，年龄 27 岁，身高 176 cm，

体质量 70 kg，无足踝外伤史，拍摄 X 射线片排除踝关节骨

骼疾病，采用 64 排螺旋 CT 扫描双下肢所有部位，均在青海

大学附属医院影像科室完成。参与试验的个体为自愿参加，

对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并签署了试验“知情同意书”。

试验得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4   材料   

主要仪器：德国 Siemens 64 层螺旋 CT 机、X 射线数字

摄片机各一台。计算机配置：联想工作站 ( 配置 cpu intel 至

强 6 核 E5649 处理器，内存 16 G，硬盘 1 T)；主要实验软件：

Mimics 19.0( 比利时 Materialise)；Geomagic Studio 2012( 美国 

Raindrop)；Solidworks 2020( 法国 Dassault)；Abaqus 6.14。

OBJECTIVE: To study the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ngle fixation of the tibiofibular syndesmosis with a single tibiofibular syndesmosis screw by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ankle joint. 
METHODS: Based on the CT image, Mimics software and Geomagic Studio software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ankle joint model and verify its validity. The 
model was imported into Solidworks software.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fixing the inferior tibiofibular joints with screws at six different angles (Model a: 
15° forward, 10° upward, model b: 15° forward, 15° upward, model c: 15° forward, 20° upward, model d: 25° forward, 10° upward, model e : 25° forward, 15° 
upward, model f: 25° forward, 20° upward)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the force mode of the ankle joint when the human body stood on one foot in neutral 
position. The maximum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screws with different angle fix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Under internal rotation and external rotation loads, the maximum stress point of the screw was between the tibia and fibula 
near the tibia. Under internal rotation load, the maximum stresses of models a, b, c, d, e, and f were 53.38, 52.05, 52.63, 54.39, 53.85, and 52.83 MPa,  
respectively. Under external rotation load, the maximum stresses of models a, b, c, d, e, and f screw were 73.75, 71.62, 66.81, 77.96, 75.31, and 74.60 MPa,  
respectively. (2) Under internal rotation loa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s of models a, b, c, d, e, and f were 3.27, 3.25, 3.2, 2.83, 2.99, and 2.98 mm, 
respectively. Under external rotation loa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s of models a, b, c, d, e, and f screw were 2.69, 2.71, 2.75, 2.41, 2.53, and 2.55 mm. (3) 
In conclusion, un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rotation loads, the screw position is fixed at an angle of 25° forward for greater stability.
Key words: inferior tibiofibular; screw;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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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MI T, DING JW, LI ZQ, TANG BM, REN R, LI ZW.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 single inferior tibiofibular screw with different angles for 
fixing inferior tibiofibular injury.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2;26(36):5770-5774. 

1.5   方法   

1.5.1   64 排螺旋 CT 扫描   志愿者平躺扫描床上，踝关节保持

中立位，受检区下置校正体模，再使扫描区域位于扫描中心。

扫描条件：120 kV，240 mA，层厚 0.625 mm，自上而下进行

螺旋轴位扫描，得到可用的 CT 三维数据。对初始数据做插

值、放大处理后得到层厚 0.625 mm 的连续图片，以国际标

准 Dicom 格式保存。

1.5.2   正常足踝三维模型的构建   将 DICOM 格式的踝关节 CT

断层图像导入医学影像特殊处理软件 Mimics 19.0 中进行除

噪，界定理想的骨软组织边界阈值，并同时去除骨骼周边的

各软组织图像，再按照解剖结构对图像进行选择性分割，通

过区域增长光顺骨骼各个部分，填补小的空隙，使骨骼外轮

廓线光滑而连续，建立骨骼的几何模型，见图 1。构建的骨

骼信息以 STL 格式文件保存，将 STL 格式文件通过逆向工程

软件 Geomagic Studio 进行修补和优化，首先去除模型表面

非特征性的肿块和压痕，平滑松弛表面，防止非特征性的高

曲率及自相交面的产生。然后用光顺平滑的曲面来拟合模型

表面三角面片，最后生成具有连续的曲面模型，见图 2。

图注：A-C分别为从冠状面、

水平面、矢状面通过阈值

分割法将骨骼从 CT 图像中

提取出来，D 为骨骼提取后

初步构建的骨骼三维模型

图 1 ｜在 Mimics 软件中建

立骨骼三维模型

Figure 1 ｜ Constru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skeleton 
model by Mimics software

图 2 ｜曲面拟合后的骨骼图像

Figure 2 ｜ Image after surface fitting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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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足踝关节 6 种固定方式模型的构建   先通过 Solidworks

软件构建直径为 3.5 mm 的螺钉模型。再将上述生成的足踝

模型进行组合装配，组件的坐标轴对齐，使 X 轴指向中间外

侧，Y 轴指向后面，XY 平面平行于地面，Z 轴指向上。于踝

上 3 cm 腓骨脊处建立 1 枚螺钉，穿透 3 层皮质，螺钉远端

贴近胫骨内侧皮质，建立不同方向固定下胫腓的三维有限元

模型，模型 a：向前 15°、向上 10°，模型 b：向前 15°、向

上 15°，模型 c：向前 15°、向上 20°，模型 d：向前 25°、向

上 10°，模型 e：向前 25°、向上 15°，模型 f：向前 25°、向

上 20°，见图 3。

1.5.5   网格划分   使用自适应网格生成功能对足踝部各个部

分进行网格划分，整个骨组织、关节软骨组织使用 4 节点的

C3D4 进行网格化，内固定螺钉使用八结点线性六面体单元

节点的 C3D8R 进行网格化。整个三维有限元模型共生成了

106 713 个结点总数及 441 860 个单元总数。

1.5.6   边界与载荷   所有模型均模拟人体中立位时单足站立，

人体质量 70 kg，膝关节承受约 85.6% 体质量
[12]
，作用于膝

关节载荷约 600 N。限定胫骨在 X、Y、Z 轴上的自由度为 0，

在该模型中，由于前足缺失，距骨仅用于前后平移，胫骨用

于内 / 外旋转。根据先前公布的数据，腓骨没有外部约束，

由近端和远端胫腓骨关节和韧带组织束缚。对模型中胫骨的

所有节点进行约束，在胫骨平台端面施加 600 N 载荷 ( 方向

沿胫骨纵轴向下 )，以胫骨的纵轴为旋转中心，施加 2.7 N·m

顺时针和逆时针扭转力矩，见图 5，模拟下肢的内旋和外旋

载荷。为了模拟关节软骨的润滑性，将骨与关节软骨间设置

为无穿透的面接触，摩擦系数为0.01[8]
。在理想的使用状态下，

螺钉与骨之间紧密连接，它们之间应无滑动，接触界面两侧

单元中的节点平移和转动自由应是彼此耦合，采取绑定约束。

图 3 ｜单枚螺钉不同方向置入固定下胫腓的有限元模型

Figure 3 ｜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inferior tibiofibular flap fixed with 
one screw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图注：6 枚螺钉的重合构图，角度分

别为向前 15°、向上 10°，向前 15°、
向上 15°，向前 15°、向上 20°，向前

25°、向上 10°，向前 25°、向上 15°，
向前 25°、向上 20°

1.5.4   有限元模型的材料属性   将 6 种不同固定方式的模型

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中，先定义各部件的材料属 

性
[6-9]

，见表 1，再定义韧带等附属结构
[6-9]

，见表 2。用定义

出来的材料属性，根据各韧带起止点解剖位置在实体模型表

面选取相应的节点重建韧带的起止点。所建韧带包括：胫距

前韧带、胫距后韧带、距腓前韧带、距腓后韧带、下胫腓前

韧带、下胫腓后韧带、下胫腓横韧带、骨间膜韧带等。应用

2 节点 truss 单元建立上述踝关节 8 条主要韧带
[10]
。根据文

献方法，将胫骨和距骨接触面单元偏置 1.7 mm 作为关节面

软骨
[11]
。软骨及足踝韧带重建后，完成下胫腓有限元模型的

建立，见图 4。实验中建立的 6 组螺钉不同固定方式的有限

元模型韧带位置、数量等参数均与完整模型的设置一样。

表 1 ｜模型材料属性
Table 1 ｜ Model material properties

材料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骨骼 7 300 0.3
软骨 50 0.4
内固定 105 000 0.3

表 2 ｜踝关节主要韧带参数
Table 2 ｜ Parameters of major ligaments of the ankle joint

踝关节韧带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截面积 (mm2)

胫腓前韧带 260 0.4 18.4
胫腓后韧带 260 0.4 18.4
距腓前韧带 255.5 0.4 12.9
距腓后韧带 216.5 0.4 21.9
胫距前韧带 184.5 0.4 13.5
胫距后韧带 99.5 0.4 22.6
胫腓横韧带 256 0.4 18.4
骨间膜韧带 608 0.4 18.4

图 4 ｜踝关节韧带建模示意图

Figure 4 ｜ Schematic diagram of ankle ligament 
modeling

图 5 ｜力在模型上的作用方向

Figure 5 ｜ Direction of the 
force acting on the model

1.6   主要观察指标   不同角度固定下的螺钉应力值及位移值。

不同角度固定下的螺钉所受到的应力值越小，螺钉的疲劳度

相对越弱；螺钉位移越小，螺钉的稳定性越好，螺钉的断钉

风险越小。

2   结果   Results 
2.1   模型的有效性验证   研究表明，踝关节内旋、外旋运动

时胫骨的最大位移分别为 3.84，2.70 mm[13]
。 此次试验内旋

运动时胫骨的最大位移为 3.67 mm，外旋运动时胫骨的最大

位移为 2.79 mm，该结果跟文献趋势一致，数值非常接近，

由此表明此次所建立模型是有效、可靠的。完整的足踝模型

有限元分析结果位移云图，见图 6。

2.2   各组模型螺钉应力情况   在验证完足踝有限元模型有效

性的基础上，对单枚螺钉不同方向固定下胫腓的 6 组模型进

行与完整模型相同的约束载荷工况模拟分析，结果见图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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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旋载荷载下，6 组模型螺钉的最大应力点都在

胫腓骨之间靠近胫骨处。在内旋载荷下，模型 a、b、c、d、
e、f 螺钉的最大应力分别为 53.38，52.05，52.63，54.39，
53.85，52.83 MPa，6 组模型之间的最大应力无明显差异；

在外旋载荷下，模型 a、b、c、d、e、f 螺钉的最大应力分别

为 73.75，71.62，66.81，77.96，75.31，74.60 MPa，见表 3。

2.3   各组模型螺钉位移情况    见图 9。

图注：模型 a，向前 1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b，向前 15°、向

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c，向前 15°、向上 20° 置入螺钉，模型 d，向前

2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e，向前 25°、向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f，
向前 25°、向上 20° 置入螺钉

图 7 ｜内旋运动下各组模型螺钉的应力云图

Figure 7 ｜ Stress nephograms of screw in different models with internal 
rotation motion

图注：A 为站立时内旋运动下的胫

骨位移云图，B 为站立时外旋运动

下的胫骨位移云图

图 6 ｜胫骨位移云图

Figure 6 ｜ Displacement nephogram 
of the tibia

图注：模型 a，向前 1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b，向前 15°、向

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c，向前 15°、向上 20° 置入螺钉，模型 d，向前

2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e，向前 25°、向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f，
向前 25°、向上 20° 置入螺钉

图 8 ｜外旋运动下各组模型螺钉的应力云图

Figure 8 ｜ Stress nephograms of screw in different models with external 
rotation motion

表 3 ｜不同载荷下各组模型螺钉的最大应力与最大位移
Table 3 ｜ Maximum stress and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model screws 
of each group under different loads

项目 内旋载荷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模型 d 模型 e 模型 f

最大应力 (MPa) 53.38 52.05 52.63 54.39 53.85 52.83
最大位移 (mm) 3.27 3.25 3.23 2.83 2.99 2.98 

项目 外旋载荷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模型 d 模型 e 模型 f

最大应力 (MPa) 73.75 71.62 66.81 77.96 75.31 74.60
最大位移 (mm) 2.69 2.71 2.75 2.41 2.53 2.55

表注：模型 a，向前 1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b，向前 15°、向上 15° 置入螺钉，

模型 c，向前 15°、向上 20° 置入螺钉，模型 d，向前 2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e，
向前 25°、向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f，向前 25°、向上 20° 置入螺钉

A B

图注：模型 a，向前 1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b，向前 15°、向

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c，向前 15°、向上 20° 置入螺钉，模型 d，向前

25°、向上 10° 置入螺钉，模型 e，向前 25°、向上 15° 置入螺钉，模型 f，
向前 25°、向上 20° 置入螺钉

图 9 ｜不同载荷下各组模型螺钉的位移对比

Figure 9 ｜ Displacement comparison of screws in different models under 
different 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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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旋载荷下，模型 a、b、c、d、e、f 螺钉的最大位

移分别为 3.27，3.25，3.23，2.83，2.99，2.98 mm；在外旋

载荷下，模型 a、b、c、d、e、f 螺钉的最大位移分别为 2.69，
2.71，2.75，2.41，2.53，2.55 mm，见表 3。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螺钉置入特点的设计   目前对下胫腓联合螺钉的置入

还有比较多的争议，关于螺钉的数量、高度、直径、穿透

的皮质数都不一样。戴海飞等
[14]

认为下胫腓联合损伤后用 

4.5 mm 螺钉距踝关节平面 2 cm 穿越 4 层骨皮质固定，可以

取得较好的生物力学稳定性。刘清华等
[4]
认为螺钉在踝上 

2.5 cm 处与 5 cm 处无明显差异。MARKOLF 等
[15]

认为双螺钉

固定下胫腓有更好的稳定性。但 SCHEPERS 等
[16]

认为螺钉穿

透皮质、数目、直径对下胫腓损伤后的固定影响不大。一些

生物力学和临床研究表明，在 1 枚或 2 枚联合螺钉、钛或不

锈钢螺钉、穿透三或四层皮质、跨联合或高于联合位置置钉、

金属或生物可吸收螺钉之间，稳定性和效果方面没有太大差

异
[17]
。经综合考虑后，此次研究限定的下胫腓螺钉条件为踝

关节面上方 3 cm 腓骨脊处置入 3.5 mm 穿透 3 层皮质的螺钉，

螺钉远端贴近胫骨内侧皮质来进行验证。而在角度的选取上，

胡长青等
[18]

研究得出胫骨平行法优于向前 30° 置钉的结论，

但学者们多采用的是 AO 标准里面建议螺钉向前 20°-30°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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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固定
[19]
，而向上的角度选择少有见到报道。

3.2   有限元结果分析

3.2.1   在应力方面   在内旋力作用下，6 组螺钉的最大应

力值出现在模型 d 组，组内的最大差值为 2.34 MPa，整体

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在外旋力作用下，6 组螺钉的最大

应力值出现在模型 d 组，最小应力值为模型 c 组，差值为 

11.15 MPa，但模型 d 组与其他各组相比较时差异不大。但在

内、外旋力作用下，螺钉向前 25° 置入固定时的应力值大小

均为模型 d > 模型 e > 模型 f；同时，在向前 15° 置入固定时的

应力值大小也基本为模型 a > 模型 b > 模型 c，虽然内旋力作

用时应力值为模型 c > 模型 b，但两组差值只有 0.58 MPa，
这是否能说明在向上 20° 固定时螺钉的疲劳度相对较弱？但

因为每组间的应力值相差较小，因此对该结论持有怀疑。

3.2.2   在位移方面   在内旋力作用下，向前 15°( 模型 a、b、
c 3 组 ) 固定螺钉最大位移在同种力下均大于向前 25°( 模型

d、e、f 3 组 ) 固定的螺钉最大位移，最大差值在模型 a 组

与 d 组之间，为 0.44 mm，最小差值在 c 组与 e 组之间，为 

0.24 mm，相同向上角度置入螺钉之间的位移差值 ( 模型

a-d，模型 b-e，模型 c-f) 分别为 0.44，0.26，0.25 mm；在

外旋力作用下，向前 15°( 模型 a、b、c 3 组 ) 固定螺钉最大

位移在同种力下同样均大于向前 25°( 模型 d、e、f 3 组 ) 固
定的螺钉最大位移，最大差值在模型 c 组与 d 组之间，为 

0.34 mm，最小差值在模型 a 组与 f 组之间，为 0.14 mm，相

同向上角度置入之间的差值 ( 模型 a-d，模型 b-e，模型 c-f)

分别为 0.28，0.18，0.20 mm。尽管两个不同向前置入角度

之间的位移差值基本在 0.25 mm 左右，但在长期的受力过程

当中，螺钉在持续反复地进行这些微小位移，位移值每大一

分螺钉的疲劳度会成倍的增高，特别是下胫腓损伤的恢复周

期达到 8-12 周
[1，19]

，若部分医从性较低的患者在这期间内

过早地进行下肢负重，增加了下胫腓螺钉的断钉风险，也易

导致内固定的失败。一些生物力学实验已证实，在正常的步

态中腓骨远端相对于胫骨远端移位约为 2.4 mm[17]
，而此次试

验为置钉以后观察螺钉的位移大小，置钉位置为踝关节面上

方 3 cm，相对腓骨尖的位移会更加小。

3.3   总结   通过整体的试验数据分析可知，螺钉向前 25° 置
入固定时的位移值在同样力的作用下均小于向前 15° 置入固

定时的位移值，可以判断出向前 25° 置入时的固定优于向前

15° 置入时的固定，其具有更强的生物力学稳定性，这也与

蒋毅等
[20]

的结论一致。螺钉在向上 20° 置入固定时是否优于

向上 10° 及向上 15° 置入固定，对该结论尚不确定。因为每

组间的应力值差值较小。

3.4   研究不足之处   研究仍有较多不足之处，该试验是基于

三维有限元分析软件建模后模拟不同置钉角度下下胫腓联合

螺钉的研究，建模过程中涉及多种材料赋值及技术处理，所

得到的模型并不能完全准确代表人体结构的复杂性，因此试

验得到的结果可能与实际会有一定的差异。但通过技术的发

展，三维有限元研究法也越来越成熟，而且还有方便、经济、

可反复实验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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