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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系统治疗成人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的有限元分析

杨通池 1，胡居正 1，王仁崇 1，谢  友 1，陈方麟 1，温定付 1，石展英 2

文题释义：
股骨颈系统(Femoral Neck System，FNS)：由锁定钢板、螺栓和防旋螺钉3部分组成，锁定钢板与螺栓呈130°角，防旋螺钉和螺栓之间形成
7.5°交叉固定角度，螺栓和防旋螺钉具有滑动设计，最大可实现 20 mm 的滑动，可以实现术中的滑动加压。
股骨颈骨折Pauwels分型：Pauwels 角即两侧髂嵴连线与远端骨折线之间的夹角，Pauwels 分型：Ⅰ型 Pauwels 角≤30°；Ⅱ型 Pauwels角> 
30°≤50°； Ⅲ型 Pauwels 角> 50°。

摘要
背景：对于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方式选择尚未达成共识。
目的：采用三维有限元方法分析股骨颈系统治疗成人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的生物力学特征，为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利用志愿者CT影像资料建立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模型，同时建立4种内固定模型：4枚空心拉力螺钉、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
经皮加压钢板、股骨颈系统。将内固定模型与股骨模型按照临床常用固定方法进行装配，最后使用Ansys软件进行加载、计算，分析各模
型股骨与内固定的应力分布、应力峰值和最大位移。 
结果与结论：①股骨近端骨折块应力主要分布在股骨颈下方靠近股骨距附近，4枚空心拉力螺钉组应力峰值最大，股骨颈系统组最小；②近端
骨折块位移峰值4枚空心拉力螺钉组最大，股骨颈系统组最小；③股骨位移峰值经皮加压钢板组位移峰值最大，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组最小；
④内固定应力主要分布在骨折面附近内固定装置表面，经皮加压钢板组应力峰值最大，4枚空心拉力螺钉组最小；⑤内固定位移峰值经皮加压钢
板组位移峰值最大，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组最小；⑥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3组，股骨颈系统显示出更小的近端骨折块应力及位移，内固定应力
分布更均匀、分散，力的传导性更好。此外，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内固定位移峰值最小，但其内固定应力大于股骨颈系统，且应力相对集中，这可能
会导致螺钉断裂。结果说明，股骨颈系统生物力学稳定性更优，可以为骨折愈合创造更好的力学环境。
关键词：股骨颈；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有限元分析；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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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choice of internal fixation for Pauwels type III femoral neck fractures.
OBJECTIVE: To analyze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emoral neck system in the treatment of adult Pauwels type III femoral neck fracture by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ethod,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The model of Pauwels type III femoral neck fracture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CT images of volunteers, and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four cannulated compression screws, biplane double-supported screw fixation, percutaneous compression plate, and femoral neck system. The 
internal fixation model and femur model were assembled according to common clinical fixation methods. Finally, Ansys software was used for loading and 
calculation to analyze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stress peak value, and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femur and internal fixation in ea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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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4 种内固定模型：

(1) 4 枚空心拉力螺钉模型；

(2) 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

模型；

(3) 经皮加压钢板模型：

(4) 股骨颈系统模型。

模拟 Pauwels Ⅲ型骨折建

立骨折模型，同时建立内

固定装置模型。

观察各模型股骨与内固定

的应力分布、应力峰值和

最大位移。

使用 Ansys 软件

进行加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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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交通事故频发，髋部骨

折发病率逐年上升，据估计，全球每年约有 160 万髋部骨折

患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预计到 2025 年髋部骨折的数量

将达到 260 万，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450 万
[1]
。股

骨颈骨折是临床常见的骨折，占全身骨折的 3.6%，占髋部骨

折的 48%-54%，青壮年股骨颈骨折主要由高能量暴力损伤所

致，老年患者主要因意外跌倒等低能量损伤引起
[2-3]

。股骨

颈骨折分型方法较多，临床常用的是 Pauwels 分型。Pauwels 

角即两侧髂嵴连线与远端骨折线之间的夹角，Pauwels 分型：

Ⅰ型 Pauwels 角≤ 30°；Ⅱ型 Pauwels 角 > 30° ≤ 50°；Ⅲ型 

Pauwels 角 > 50°[4]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由于其骨折线角

度相对垂直，骨折端接触面积较小，所遭受的剪切应力大，

骨折不稳定，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据报道，Pauwels Ⅲ

型股骨颈骨折术后有 18%-48% 的再手术率和 11.1%-33% 骨

不连发生率及 10%-16% 股骨头坏死发生率
[5-7]

。因此，股骨

颈骨折已成为临床治疗的难题，一直被认为是“尚未被解决

好的骨折”
[8]
。在内固定方式的选择上，目前临床最常用 3

枚空心螺钉固定和动力髋螺钉固定
[9]
，其中 3 枚空心螺钉固

定是治疗年轻人股骨颈骨折最常见的方法
[8]
，然而有研究表

明使用 3 枚空心螺钉固定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术后

内固定失效、股骨颈缩短、内翻畸形、股骨头坏死和骨不连

的发生率较高
[10-11]

，主要原因为骨折断端存在着较大的剪切

力，其特殊的生物力学环境增加了内固定治疗的难度。股骨

颈系统 (Femoral Neck System，FNS) 是瑞士 DePuy Synthes 公

司研发并于 2017 年上市的一种新型内固定系统，具有创伤

小、操作简单等特点
[12]
。该系统研发者采用生物力学实验研

究已经指出，同经典的 3 枚空心加压螺钉、动力髋螺钉相比

较该套内固定系统有较好的生物力学特性。此次实验采用有

限元分析方法，探究股骨颈系统与其他几种内固定方式在治

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生物力学稳定性方面有何差异，

为其在临床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有限元分析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5-8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四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stress of the proximal femoral fractur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femoral neck near the talus femur. The 
stress peak of four-cannulated compression screw group was the largest and that of femoral neck system group was the smallest. (2) The displacement peak of 
four-cannulated compression screw group was the largest and that of femoral neck system group was the smallest. (3) The displacement peak of percutaneous 
compression plate group was the largest and that of biplane double-supported screw fixation group was the smallest. (4) The internal fixation stress was 
mainly distribut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internal fixation device near the fracture surface. The stress peak of percutaneous compression plate group was the 
largest and that of four-cannulated compression screw group was the smallest. (5) The displacement peak value of percutaneous compression plate group was 
the largest and that of biplane double-supported screw fixation group was the smallest. (6) Above results conclude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three groups, 
the femoral neck system showed smaller proximal fracture mass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more uniform and dispersed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better force 
conductivity. In addition, biplane double-supported screw fixation internal fixation has the smallest displacement peak, but the internal fixation stress is greater 
than femoral neck system, and the stress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which may lead to screw fractu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emoral neck 
system has better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and can create a better mechanical environment for fracture healing.    
Key words: femoral neck;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ternal fixati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bio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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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医院骨科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设备   西门子 32 排 CT 由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影像科提供；联想小新 air13 笔记本电脑一台，Windows 10 

Home 操作系统。

1.3.2   软件    Mimics 21.0( 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 )；Geomagic  

2017( 美国 Geomagic 公司 )；SolidWorks 2017( 法国 Dassault 

Systemes S.A 公司 )；Ansys 17.0( 美国 Ansys 公司 )。
1.3.3   内固定材料   股骨颈系统由 3 部分组成，材质均为 

Ti-6Al-7Nb(钛 -6铝 -7铌 )：①板 (+锁定螺钉 )：成角稳定结构，

CCD130°，仅 2 个规格：1 孔和 2 孔，锁定孔使用 5.0 mm

锁定螺钉；②螺栓：直径 10 mm，圆钝头，长度规格 75- 
130 mm，5 mm 一跳；③抗旋螺钉：直径 6.4 mm，增强抗旋

稳定，圆钝头，可与螺栓锁定。

空心拉力螺钉、经皮加压钢板、股骨颈系统材料介绍见

表 1。

表 1 ｜植入物材料介绍
Table 1 ｜ Introduction of implant materials

项目 空心拉力螺钉 经皮加压钢板 股骨颈系统

生产厂家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Synthes

批准号 国械注进
20163131859

国械注准
20163462420

国械注进
20193130357

材质及组成 钛合金 (TC4) 材料 医用不锈钢
(00Cr18Ni14Mo3)

Ti6A17Nb 钛合金

适应证 适用于 50 岁以下尤其

青壮年股骨颈头下型

或头颈型骨折

适用于四肢、股骨颈

加压或保护性内固定

适用于成人基底、经

颈和头下型的股骨颈

骨折

不良反应 无 无 无

1.4   对象   选择 1 名健康男性志愿者，30 岁，身高 175 cm，

体质量 70 kg，签订知情同意书。采用 32 排螺旋 CT 沿胫

骨平台面向上至股骨头扫描，层厚 1.0 mm，图像资料以

DICOM 格式保存，志愿者 CT 及 X 射线检查髋部骨骼无异常。

研究方案的实施符合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的相关伦理

要求。

1.5   方法   

1.5.1   股骨模型的建立   将 DICOM 格式文件导入 Mimics 21.0

重建出原始股骨三维模型，输出为 STL 格式保存。将 STL 文

件导入 Geomagic 2017 软件，进行优化处理，首先使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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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轮廓线”命令进行探索，接着使用“构建曲面片”从轮廓

线中绘制曲面片覆盖模型外表面，接着使用“修理曲面片”

让曲面完全贴近模型外表，更好的识别特征，然后使用“构

建格栅”在曲面片中生成格栅，最后使用“拟合曲面”将格

栅与外表面拟合得到股骨松质骨与皮质骨模型，输出为 STEP

格式。将 STEP 文件导入 SolidWorks 2017 软件，通过布尔运

算将松质骨与皮质骨装配，重建出完整的股骨模型。 

1.5.2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模型的建立   将重建后完整的

股骨模型在 SolidWorks 2017 软件中打开，在 CT 坐标轴冠状

面生成一个基准面，在该基准面股骨头上方绘制一条水平线，

经过股骨颈中点附近做一条与水平线成 70° 角的直线，利用

“分割”工具进行切割，得到 70° 角的 Pauwels Ⅲ型股骨颈

骨折模型，见图 1。

1.5.5   加载条件   将股骨模型远端的自由度约束为零，即远

端各节点在 X，Y，Z 轴上的位移为零。模拟 70 kg 成年人行

走时单腿负重情况下股骨承载力，在股骨头顶点处施加载荷，

计算轴向载荷约为 500 N[17-18]
。假设为骨折面完全断裂并处

于接触状态，摩擦系数为 0.2[19]
，内固定与股骨之间设置为

绑定接触。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股骨近端骨折块的 Von Mises 应力分布

及峰值；②内固定装置的 Von Mises 应力分布及峰值；③近

端骨折块的位移分布和最大位移；④股骨的位移分布和最大

位移；⑤内固定装置的位移分布和最大位移。

2   结果   Results 
2.1   股骨近端骨折块的应力分布及应力峰值   4 种内固定模

型股骨近端骨折块应力主要分布在骨折端股骨颈下方靠近股

骨距附近。股骨近端骨折块应力峰值分别为：4 枚空心拉力

螺钉 13.072 MPa；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 9.752 MPa；经皮

加压钢板 9.222 MPa；股骨颈系统 9.075 MPa；其中 4 枚空心

拉力螺钉组股骨近端骨折块应力峰值最大，股骨颈系统组最

小，见图 3，表 4。

图 1 ｜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模型

Figure 1 ｜ Model of Pauwels III femoral neck 
fracture

1.5.3   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模型的建立   在 SolidWorks 2017 软

件中按照临床使用内固定参数以及内固定方法建立 4 种内固

定模型。

(1) 4 枚空心拉力螺钉模型：螺杆直径 4.8 mm，中空部

分直径 2.5 mm，远端螺纹部分直径 7.3 mm，螺纹长度为 

16 mm，以倒三角方式平行置入 3 枚空心拉力螺钉，第 4 枚

空心拉力螺钉于大转子处指向股骨距水平置入，4 枚空心拉

力螺钉远端距离关节面约 5 mm[13]
。

(2) 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螺钉参数同上述空心

拉力螺钉，下位钉于股骨干长轴前 1/3，大转子下方 5-7 cm

处置入，螺钉与股骨干长轴成 150°-165° 角；中位钉于股骨

干长轴后 1 /3、下位钉进钉点近侧 2-4 cm 处置入，与股骨

干纵轴呈135°-140°；上位钉于中位钉上方 1.0-2.0 cm处置入，

与中位钉平行，3枚螺钉远端均置于距离关节面约5 mm处
[14]
。

(3) 经皮加压钢板模型：套筒直径 9.3 mm，长度 35 mm； 

钢板长度 95 mm，厚度 6 mm，宽度 18 mm；近端拉力螺钉直径 

7.3 mm，长度 98 mm，螺纹部分长度 25 mm，远端 3 枚皮质骨

螺钉直径 4.5 mm。钢板上缘紧邻股骨大转子下方，钢板紧贴股

骨近端，主钉远端头部置于距离关节面约 5 mm 处 [15]
。

(4) 股骨颈系统模型：螺栓直径 10 mm，长 85 mm；防

旋螺钉直径 6.4 mm，防旋螺钉与螺栓夹角 7.5°；板块颈干

角为 130°，锁钉螺钉直径 5.0 mm。于大转子下方置入，使

螺栓于正侧位均在股骨颈中心，螺栓远端置于距离关节面约 

5 mm 处。将建立好的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模型导入 Ansys 17.0

进行网格划分，生成节点和单元，见图 2，表 2。

1.5.4   材料参数   实验假设所有内固定模型均为连续、各向

同性和均匀的线弹性材料
[16]
，根据既往研究

[17]
，有限元模

型材料参数见表 3。

图注：A 为 4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模型；B为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

C 为经皮加压钢板固定模型；D 为股骨颈系统固定模型

图 2 ｜四种内固定模型示意图

Figure 2 ｜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表 2 ｜四种有限元模型的节点数及单元数
Table 2 ｜ Number of nodes and elements of four finite element models

项目 4 枚空心拉力螺钉 双平面双支撑螺钉 经皮加压钢板 股骨颈系统

节点数 157 828 155 832 169 264 118 969
单元数 92 683 91 493 98 926 63 854

A B C D

图注：A 为 4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模型；B为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

C 为经皮加压钢板固定模型；D 为股骨颈系统固定模型

图 3 ｜四种内固定模型近端骨折块的应力分布

Figure 3 ｜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proximal fracture mass of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A B C D

表 3 ｜有限元模型材料参数
Table 3 ｜ Material parameter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s

材料名称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股骨皮质骨 16 800 0.3
股骨颈松质骨 620 0.29
股骨头松质骨 840 0.29
股骨转子间松质骨 260 0.29
医用不锈钢 190 000 0.27
钛合金 110 0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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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近端骨折块的位移及峰值   4 种内固定模型的近端骨

折块移峰值均位于股骨头顶端，由近端到远端位移逐渐减

小。近端骨折块位移峰值大小分别为：4 枚空心拉力螺钉 

2.015 mm；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 1.890 mm；经皮加压钢

板 1.887 mm；股骨颈系统 1.880 mm；其中 4 枚空心拉力螺

钉组最大，股骨颈系统组最小，见图 4，表 4。

2.5   内固定的位移及峰值   4 种模型内固定位移集中在内固

定装置的近端，最大位移均位于内固定装置上方最顶端，位

移峰值大小为：4 枚空心拉力螺钉 3.029 mm；双平面双支撑

螺钉固定 2.838 mm；经皮加压钢板 3.192 mm；股骨颈系统

2.997 mm；其中经皮加压钢板组最大，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

定组最小，见图 7，表 4。

图注：A 为 4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模型；B为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

C 为经皮加压钢板固定模型；D 为股骨颈系统固定模型

图 5 ｜四种内固定模型股骨变形云图

Figure 5 ｜ Deformation cloud images of the femur of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图注：A 为 4 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模型；B 为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 

型；C 为经皮加压钢板固定模型；D 为股骨颈系统固定模型

图 7 ｜四种内固定模型内固定变形云图

Figure 7 ｜ Deformation cloud images of internal fixation of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图注：A 为 4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模型；B为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

C 为经皮加压钢板固定模型；D 为股骨颈系统固定模型

图 6 ｜四种内固定模型内固定应力分布

Figure 6 ｜ Stress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of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图注：A 为 4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模型；B为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

C 为经皮加压钢板固定模型；D 为股骨颈系统固定模型

图 4 ｜四种内固定模型近端骨折块变形云图

Figure 4 ｜ Deformation cloud images of proximal fracture mass of the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表 4 ｜四种内固定模型有限元分析结果
Table 4 ｜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four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参数 4 枚空心拉力

螺钉

双平面双支撑

螺钉固定

经皮加压钢板 股骨颈系统

骨折块应力 (MPa) 13.072 9.752 9.222 9.074
骨折块位移 (mm) 2.015 1.890 1.887 1.880
股骨位移 (mm) 3.129 2.877 3.262 3.078
内固定应力 (MPa) 54.734 81.424 82.536 60.239
内固定位移 (mm) 3.029 2.838 3.192 2.997

2.3   股骨的位移及峰值    4 种内固定模型的股骨位移峰值均

位于股骨头顶端，由近端到远端位移逐渐减小。股骨位移峰

值大小分别为：4 枚空心拉力螺钉 3.129 mm；双平面双支撑

螺钉固定 2.877 mm；经皮加压钢板 3.262 mm；股骨颈系统

3.078 mm；其中经皮加压钢板组最大，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

定组最小，见图 5，表 4。

2.4   内固定的应力分布及应力峰值   4 种模型内固定应力

主要分布在骨折面附近内固定装置表面，并向两侧散开，

经皮加压钢板模型内固定应力峰值出现在远端第 3 枚螺钉

与钢板交界处，另外 3 种模型内固定应力峰值集中在骨折

线附近。内固定应力峰值大小分别为：4 枚空心拉力螺钉 

54.734 MPa；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 81.424 MPa；经皮加压

钢板 82.536 MPa；股骨颈系统 60.239 MPa；其中经皮加压钢

板组最大，4 枚空心拉力螺钉组最小，见图 6，表 4。

3   讨论   Discussion
多年来，在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方式选择上一直存在争

议，无论选择何种治疗方法，目标都是解剖复位和稳定内固 

定
[20-22]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多为高能量损伤导致，其

骨折线接近垂直，复位和固定较为困难，虽然临床上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的内固定方式较多，但治疗效果各

有优缺点，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
[23-25]

。

目前临床常用的 3 枚空心拉力螺钉固定技术相对微创，

手术时间较短，对大多数稳定性股骨颈骨折有较大的优势，

其缺点是对骨折断端的把持力欠佳，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一项 62 例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研究显示，仅使用

空心螺钉固定治疗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2%，骨不连发生率

为 19%，股骨头坏死发生率为 14%[26]
。多项针对 Pauwels Ⅲ

型股骨颈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显示，空心螺钉固定在生物力

学稳定性方面没有优势，不是首选的治疗方法
[27-30]

。

动力髋螺钉是另一种临床常用的治疗股骨颈骨折内固定

方式，对骨折端剪切应力的抵抗能力较强，但与使用多个空

心螺钉相比显示出较低的抵抗旋转力的能力
[29]
。一项生物力

学研究显示，与单个动力髋螺钉固定相比，增加一枚防旋螺

钉可以减少骨折位移，增加稳定性，但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更

大的手术创伤
[2]
。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动力髋螺钉联合防旋

螺钉的固定方式术后股骨头坏死的发生较高，这可能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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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方式造成更大的手术切口和更多的软组织损伤有关
[31]
。

有学者提出，在 3 枚空心螺钉平行股骨颈长轴倒三角置入的

基础上，增加第 4 枚于大转子外侧皮质指向股骨距水平置入

的空心螺钉。GÜMÜŞTAŞ 等
[32]

利用人工假骨进行生物力学

实验证实，在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模型测试中，3 枚空

心螺钉加 1 枚横行螺钉的固定方式比仅使用 3 枚空心螺钉的

固定方式生物力学稳定性更好。

为了弥补 3 枚空心螺钉固定对骨折端剪切应力的抵抗能

力不强的缺点，有学者提出使用 3 枚空心螺钉联合内侧支撑

钢板的固定方式。KUNAPULI 等 [33]
的一项针对垂直型股骨颈

骨折的生物力学实验结果显示，3 枚空心螺钉的内固定失效

荷载为 2 409 N，而 3 枚空心螺钉加内侧支撑钢板的内固定

失效荷载为 4 417 N，增加内侧支撑钢板使失效荷载增加了

83%。位锋等
[34]

对 76 例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进行 17 个

月的随访，结果显示 3 枚空心螺钉联合内侧支撑钢板较单纯

3 枚空心螺钉在骨折的稳定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骨折不愈

合、内固定失效等并发症明显降低。但内侧支撑钢板扩大了

手术切口，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增多，这无疑会增加术后

感染的风险以及对周围血管的损伤
[35]
。

FILIPOV[36]
提出了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的方法， 证实

该方法治疗股骨颈骨折的愈合率为 98.86% ，但对患者远期

的髋关节功能、股骨头坏死率等方面影响，缺乏长期随访研

究。ZHU 等
[37]

报道，对 74 例经皮加压钢板治疗的股骨颈骨

折患者进行平均 18.8 个月的随访，髋关节评分优良率达到

98.5%，但这种固定方法的手术难度较大。近年来，为了获

取更稳定的内固定支撑，以抵抗垂直骨折的剪切力，防止骨

折移位并保护股骨头的血液供应，降低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术

后并发症，开发了一种新的股骨颈内固定系统并在临床上得

到应用。股骨颈系统于 2017 年上市，该系统由锁定钢板、

螺栓和防旋螺钉 3 部分组成，防旋螺钉和螺栓之间形成 7.5°

交叉固定角度，起到很好的抗旋作用，锁定螺栓和防旋螺钉

具有滑动设计，最大可实现 20 mm 的滑动，可以实现术中

的滑动加压，锁定钢板小于动力髋螺钉钢板，在手术过程中

对软组织的损伤更小。范智荣等
[38]

的一项有限元分析结果

显示，与 3 枚空心螺钉固定相比，股骨颈系统治疗不稳定性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具有更优的生物力学稳定性。STOF-
FEL 等 [39]

采用生物力学实验比较股骨颈系统与空心螺钉及动

力髋螺钉治疗 Pauwels Ⅲ型股骨颈骨折的生物力学稳定性，

结果显示股骨颈系统的生物力学稳定性优于空心螺钉，与动

力髋螺钉相比无明显差异。杨亚军等
[40]

的一项早期随访结

果显示，股骨颈系统与 3 枚空心螺钉在骨折愈合时间、愈合

率和髋关节功能方面无明显差异，但股骨颈系统手术操作简

便、创伤小、手术时间短，可减少术中透视次数，减轻手术

室电离辐射的危害。

此次实验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建立 4 种 Pauwels Ⅲ
股骨颈骨折内固定模型，对比分析 4 种模型的生物力学特

性。实验结果显示，股骨近端骨折块的应力主要分布在骨

折面内侧 2 mm 范围内，且集中于股骨颈下方靠近股骨距附

近。股骨近端骨折块的应力间接反映了内固定模型的稳定

性，当股骨的局部应力较大时，股骨发生微骨折的风险增

加，容易引起内固定物的松动、切割甚至再骨折；与其他模

型相比，股骨颈系统组近端骨折块应力最小，表明此种内固

定方式发生微骨折的风险最小，对骨折端的保护性最佳。

股骨颈系统近端骨折块应力最小，而内固定承受的应力却

不是最小，这是因为该装置不是一个整体，螺栓与抗旋螺

钉存在连接间隙，当施加轴向载荷时将不可避免地将应力

集中在装置的连接处。实验结果显示，4 种模型的内固定

应力峰值均远小于材料的屈服强度 (Ti-6Al-7Nb 合金，850-
900 MPa；医用不锈钢，230 MPa)[41-42]

，内固定应力分布图

显示，股骨颈系统内固定模型的应力分布更均匀、更分散，

这表明了与其他模型相比，股骨颈系统模型力的传导性更

好，可将应力传导至远端锁定钢板；而锁定钢板置入了 2 枚

直径 5.0 mm 锁定螺钉，将板锁定在股骨近端，这样的装置

结构避免了应力集中，不易发生形变、断裂。实验结果显

示 4 种模型中，股骨颈系统内固定模型的近端骨折块位移小

于另外 3 组，这表明股骨颈系统抗内翻与短缩的能力强于

另外 3 组，术后骨折端移位与内部固定失败的风险较低，

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符。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股骨及

内固定位移最小，这是由于其下位螺钉紧贴股骨距置入，且

下位螺钉与股骨长轴有 150°-165° 角，这相当于下位螺钉以

股骨距为支点形成杠杆，对骨折端及螺钉有很好的支撑作

用。但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内固定应力峰值却较大，

且主要集中在下位螺钉，这是因为股骨距骨密度大，不易

发生形变，当施加荷载时，股骨距支点处对下位螺钉有一

个向上支撑的力，导致此处内固定应力增大。实验结果显 

示，股骨颈系统模型近端骨折块应力及位移最小，并且内固

定应力分布比较均匀、分散，而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固定模型

股骨及内固定位移最小，但内固定应力峰值较大，且有应力

集中现象。因此，综合各方面特点分析，股骨颈系统生物力

学稳定性更优，可以为骨折愈合创造更好的力学环境。

此次研究的局限及展望：①研究只进行有限元分析，其

结果需进行尸体骨生物力学实验及临床病例分析来验证；②

实验用建模方法将骨折处理为平面，而真实骨折断端常是锯

齿状、凹凸不平的接触面，模型与实际有一定差距；③实验

利用三维软件建模，并不能准确模拟出股骨的一些解剖结构，

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对结果有影响；④实验给予单一的

纵向载荷，未考虑大小转子周围的肌肉牵拉作用，在未来的

研究中将考虑髋关节周围肌肉对股骨的载荷影响。

结论：通过有限元实验发现，相较于 4 枚空心拉力螺钉、

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及经皮加压钢板，股骨颈系统显示出更小

的近端骨折块应力及位移，内固定应力分布更均匀、分散，

力的传导性更好。此外，双平面双支撑螺钉内固定位移峰值

最小，但内固定应力大于股骨颈系统，且应力相对集中，这

可能会导致螺钉断裂。实验结果表明，股骨颈系统生物力学

稳定性更优，可以为骨折愈合创造更好的力学环境，具体疗

效仍有待于临床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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