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04｜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7卷｜第18期｜2023年6月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肱骨近端骨折中不同腓骨支撑方式重建内侧柱的有限元分析

刘  炎 1，葛鸿庆 2，陈文治 2，梁泽乾 3，黎俊烨 1，贺杰龙 1

文题释义：

肱骨近端内侧柱：常称为肱骨内侧距的作用，主要包括肱骨近端后内侧干骺端与内侧铰链(骨膜)对肱骨的支撑作用，临床认为内侧柱粉碎

是导致内固定术后不稳定、肱骨头内翻塌陷的常见原因。

有限元分析：是利用数学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进行模拟。通过计算机运算模拟将载荷、形态、材料结构和力学性能较为复杂的整体划分为

有限个简单的单元，进而充分反映整体内外部应力、应变、位移等力学参数的变化。

摘要

背景：腓骨支撑重建肱骨近端骨折内侧柱已逐渐在临床中广泛应用，而腓骨在髓腔内最佳支撑位点仍存在争议，需要通过生物力学的方法

研究其稳定性。

目的：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探讨腓骨在肱骨髓腔中心、前内侧、前外侧、后内侧、后外侧5个位置联合锁定钢板治疗肱骨近端内侧柱缺

失型骨折的生物力学稳定性。

方法：获取1名老年骨质疏松女性患者肱骨近端CT数据，通过Mimics 19.0软件及Geomagic Wrap软件建模，在Soildworks 2017软件中按照肱

骨解剖颈下5 mm截骨，建立肱骨近端内侧柱缺失型骨折模型，根据腓骨在髓腔内的位置分为5组：F-C组(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组(腓骨

位于髓腔前外侧)、F-AM组(腓骨位于髓腔前内侧)、F-PL组(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组(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将数据导入Ansys 2019软
件模拟间接暴力状态下不同分组模型的生物力学稳定性。

结果与结论：①在600 N轴向载荷下，肱骨应力：F-PL组(49.706 MPa) < F-C组(57.980 MPa) < F-AL组(58.519 MPa) < F-PM组(61.868 MPa) < 
F-AM组(63.886 MPa)，内固定应力：F-AM组(106.310 MPa) < F-PM组(110.030 MPa) < F-C组(111.940 MPa) < F-PL组(114.320 MPa) < F-AL组 

(122.98 MPa)；②在600 N轴向载荷下，肱骨位移：F-PM组(0.352 mm) < F-PL组(0.416 mm) < F-C组(0.431 mm) < F-AM组(0.549 mm) < F-AL组
(0.574 mm)，内固定位移：F-PM组(0.127 mm) < F-PL组(0.187 mm) < F-C组(0.191 mm) < F-AM组(0.272 mm) < F-AL组(0.290 mm)；③骨折端相

对位移：F-PM组(0.048 mm)约是F-PL组(0.088 mm)、F-AM组(0.088 mm)的0.54倍，F-C组、F-AL组分别为0.067，0.103 mm；④研究结果表

明，F-PM组位移最小，应力较分散，说明将腓骨置于后内侧的生物力学稳定性优于腓骨置于髓腔中心，腓骨置于髓腔外侧的生物力学稳

定性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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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肱骨近端骨折常好发于老年骨质疏松患者，老年患者占

肱骨近端骨折总发病人数的 70%[1]
，在成人骨折中发病率为

4%-10%[2]
。目前，肱骨近端骨折的手术治疗方式多样，其中

以锁定钢板在临床中应用最广泛
[3]
，然而老年骨质疏松患者

因肱骨近端内侧柱为松质骨与皮质骨过渡区，骨小梁薄弱，

骨折时易导致内侧柱的压缩、丢失，单独应用锁定钢板易出

现复位丢失、螺钉切出甚至肱骨头坏死等并发症
[4-6]

；其中，

肱骨头内翻为复位丢失中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7]
。

GARDNER 等
[8]
提出应用锁定钢板联合异体腓骨为内侧柱提

供支撑来治疗内侧柱缺失型肱骨近端骨折。近年来，此种方

法不断被临床所认可
[9-11]

。

目前，利用腓骨支撑重建内侧柱时腓骨在髓腔内的位

置仍无统一标准，临床应用时常凭主刀医生的经验放置。

GARDNER 等
[8]
曾主张将腓骨推挤固定于肱骨的内侧，使髓

腔内的腓骨与肱骨紧密贴服。沈施耘等
[12]

通过体外生物力

学研究认为竖直放置与内侧倾斜放置无显著力学稳定性差

异。为探讨腓骨在肱骨髓腔内最佳生物力学位置，该研究应

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模拟腓骨置于髓腔内不同位置，比较其

内固定的生物力学差异，探讨最佳的手术内固定方式。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有限元生物力学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2020 年 3-8 月在广东省中医院芳村骨科完

成。

1.3   对象   选择 1 名老年女性骨质疏松志愿者为研究对象，

65 岁，体质量 58 kg，身高 160 cm，排除肩部外伤、肿瘤、

畸形等异常情况，签订知情同意书，且得到广东省中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 (BF2020-004-01)。
1.4   实验仪器及相关软件   样本采集设备 LightSpeed 64 排螺

旋 CT；医学影像处理软件 Mimics 19.0(Materialise 公司，比

利时 )；逆向工程软件：Geomagic Wrap(Geomagic，美国 )；

三维结构优化软件 Solidworks 2017(Dassault Systems，美国 )；

力学分析软件 ANSYS Workbench 2019(ANSYS 公司，美国 )。
1.5   方法   

1.5.1   数据获取及模型建立   CT 扫描志愿者右肩关节获取

肱骨影像学资料，以 DICOM 格式进行保存。将数据导入 

Mimics 19.0 软件，经阈值分割，骨皮质灰度值范围为 450- 
3 000 Hu，骨松质灰度值范围为 150-450 Hu[13-14]

，获取肱骨

皮质骨大致轮廓，复制并得到一份实心肱骨蒙版，利用“逻

辑非”功能得到实心肱骨、髓腔模型。得到的模型导入 Geo-

magic Wrap 软件中，行表面光滑、划分网格、探测轮廓线及

拟合曲面等处理后导入 Soildworks 2017 软件，进行装配组合

得到肱骨中空模型，并在肱骨外科颈处模拟宽度为 5 mm 的

骨质缺损肱骨近端骨折模型。骨折近端模拟实心松质骨结构，

利用删除面功能、填充、组合得到近端松质骨区域模型。见

图 1A。

1.5.2   内固定系统建模   将模型以 stp 格式导入 Solidworks

软件中，同时按照肱骨近端锁定钢板 (PHILOS)( 美国 DePuy  

Synthes 公司 )1 ∶ 1 建立钢板及锁定钉模型，螺钉省略螺纹

以简化计算过程；腓骨按照临床常用同种异体腓骨规格建立

长 60 mm、直径 9 mm 实心圆柱体。将上述肱骨及钢板模型

按照肱骨近端骨折治疗原则进行组合，钢板放置于肱骨外侧，

上端距大结节顶点 5 mm，内侧距结节间沟外侧 5 mm，装配

组合螺钉，将远、近端所有螺钉全部置入模型，近端 9 枚锁

定螺钉均打入肱骨头，但不能穿破肱骨头关节面。见图 1B。

1.5.3   模型分组   将腓骨模型置入肱骨髓腔，腓骨最远端位

于髓腔最狭窄处，腓骨近端在肱骨小结节平面。在肱骨小结

节横断面，以髓腔中心为原点，肱骨冠状面和矢状面将肱骨

髓腔划分为四象限。根据腓骨在髓腔内的位置，将小结节横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method of fibular allograft to reconstruct the poor medial column of humeral proximal fractures has gradually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 
while the best support site in the intramedullary cavity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stability through biomechanical approach.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of the fibula in the center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anterolateral, anteromedial, posterolateral, and 
posteromedial positions using a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METHODS:  The proximal humeral CT data of an osteoporosis female patient were obtained, modeled by Mimics 19.0 software and Geomagic Wrap software, 
and osteotomized in Soildworks 2017 software according to 5 mm below the anatomical neck of the humerus to establish a poor medial column support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 model. The position of the fibula in the medullary cavity was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The fibula was located in center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named F-C group; the fibula in anteromedial side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named F-AL group; the fibula in anteromedial side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named F-AM group; the fibula in posterolateral side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named F-PL group; the fibula in posteromedial side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named F-PM group. The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Ansys 2019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of different grouping models under indirect 
violenc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Under axial load of 600 N, humeral stress: F-PL group (49.706 MPa)  < F-C group (57.980 MPa) < F-AL group (58.519 MPa) < F-PM 
group (61.868 MPa) < F -AM group (63.886 MPa); internal fixation stress: F-AM group (106.310 MPa) < F-PM group (110.030 MPa) < F-C group (111.940 MPa) 
< F-PL group (114.320 MPa) < F-AL group (122.98 MPa). (2) Under 600 N axial loads, humeral deformation: F-PM group (0.352 mm) < F-PL group (0.416 mm) < 
F-C group (0.431 mm) < F-AM group (0.549 mm) < F-AL group (0.574 mm); internal fixation deformation: F-PM group (0.127 mm) < F-PL group (0.187 mm) < F-C 
group (0.191 mm) < F-AM group (0.272 mm) < F-AL group (0.290 mm). (3) Relative displacement of the fracture: F-PM group (0.048 mm) was approximately 0.54 
times as large as the F-PL group (0.088 mm) and F-AM group (0.088 mm), and the F-C and F-AL groups were 0.067 mm and 0.103 mm. (4)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F-PM group had the least displacement and more distributed stresses, indicating that the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of placing the fibula 
on posteromedial side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placing the fibula in the center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and the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of 
placing the fibula on the lateral side of the medullary cavity was the worst.
Key words: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s; proximal humeral internal locking system; bone graft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bio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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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的髓腔平面分为 5 个区域，即四象限与原点。以冠状面

和矢状面为参考面设定两互相垂直基准面，调整腓骨近端的

位置在两基准面四象限的夹角内，分别对 4 个象限的腓骨进

行微调整。利用 Solidworks 软件上的“干涉”功能，允许腓

骨与肱骨内侧壁相交，避免其与内侧壁重合。比较 4 个位置

腓骨与髓腔中轴线最小夹角，此夹角位置即为腓骨在 4 个区

域中的位置；原点位置的腓骨则与肱骨中轴线重合。根据腓

骨在髓腔内的位置分为 5 组：F-C 组 ( 腓骨位于髓腔中心 )、
F-AL 组 ( 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 )、F-AM 组 ( 腓骨位于髓腔前

内侧 )、F-PL 组 ( 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 )、F-PM 组 ( 腓骨位于

髓腔后内侧 )。见图 1C，D。

1.5.5   约束条件及载荷   在 Ansys 2019 中定义肱骨模型与钢

板及腓骨模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锁定螺钉被设定为固定在

锁定钢板和肱骨皮质中，部分螺钉与腓骨接触，若螺钉埋入

腓骨超过 50% 则设定为绑定，少于 50% 设定为摩擦，摩擦

系数为 0.2；腓骨与肱骨近端松质骨接触条件设为摩擦，摩

擦系数为 0.2，余所有接触均设定为绑定；所有的联系元素

都被定义为可变形的元素。在软件的载荷模块，对肱骨上端

盂肱关节处行约束设置，并限制肱骨在轴向、冠状及矢状面

3 个方向的位移。根据何仿
[18]

模拟人摔倒时肱骨受到的间接

暴力确定加载点，模拟体质量为 60 kg 的成人经肱骨大结节

施加 50 N 水平载荷，同时在肱骨远端加载 600 N 轴向载荷，

见图 2。

图注：图 A 为肱骨近端内侧柱缺失骨折模型；B 为置入钢板近端全部螺

钉内固定模型；C 为腓骨置入后模型；D 为腓骨在髓腔内不同位置分组

模型

图 1 ｜各模型示意图

Figure 1 ｜ Schematic diagram of each model

A CB D

1.5.4   材料属性设置及网格划分   将上述 5 种肱骨近端骨折

固定模型导入有限元处理软件 Ansys 2019 中。首先对骨折固

定模型中各材料进行赋值，肱骨近端骨折多见于骨质疏松患

者，骨质疏松人群发病率是无骨质疏松人群的 2.6 倍
[15]
，该

研究纳入的是骨质疏松老年志愿者，根据相关有限元研究改

变骨组织弹性模量的方式建立骨质疏松性骨模型使之与临床

更加接近，各材料弹性模量及泊松比见表 1[16-17]
。肱骨、钢板、

螺钉及腓骨均采用 10 节点 4 面体单元 (C3D4)，不同模型节

点及单元见表 2。

表 1 ｜不同材料弹性模量及泊松比
Table 1 ｜ Modulus of elasticity and Poisson's ratio of different materials

材料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骨质疏松皮质骨 8 844 0.26
骨质疏松松质骨 660 0.20
腓骨 13 400 0.30
钢板螺钉 114 000 0.33

表 2 ｜各组模型节点及单元数
Table 2 ｜ Number of nodes and elements of five finite element models

分组 节点数 单元数

F-C 组 251 418 155 757
F-AL 组 259 118 160 662
F-AM 组 259 143 160 574
F-PL 组 259 243 160 682
F-PM 组 259 261 160 572

表注：F-C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F-AM 组为腓骨

位于髓腔前内侧，F-P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

图 2 ｜内固定模型边界条件及载荷示

意图

Figure 2 ｜ Internal fixation model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load 
schematic

1.6   主要观察指标   观察 5 组内固定模型在加约束条件及载

荷后肱骨及内固定的 Von Mises 应力分布和最大位移，其中

骨折端相对位移可直接反映内固定的稳定性，为主要结局指

标，肱骨应力为次要结局指标。分别评价 5 种内固定方式固

定的力学稳定性。

2   结果   Results 
2.1   不同内固定应力分布情况   600 N 轴向载荷下，5 种固

定方式的肱骨模型应力云图分布情况无明显差异：F-PL 组

(49.706 MPa) < F-C 组 (57.980 MPa) < F-AL 组 (58.519 MPa) < 

F-PM 组 (61.868 MPa) < F-AM 组 (63.886 MPa)，5 组内固定模

型肱骨最大等效应力均出现在骨折端外侧皮质连续处，观察

5 组云图应力分布情况，组间未见明显分布差异，肱骨最大

应力为 F-AM 组，最小应力为 F-PL 组，见图 3。

图注：F-C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F-AM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内侧，F-P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 组为

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

图 3 ｜肱骨最大等效应力及应力云图分布情况

Figure 3 ｜ The maximum equivalent force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cloud of 
the hume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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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内固定最大等效应力及应力云图分布情况：F-AM 组

(106.310 MPa) < F-PM组 (110.030 MPa) < F-C组 (111.940 MPa) <  

F-PL 组 (114.320 MPa) < F-AL 组 (122.980 MPa)。F-C 组内固定

应力主要集中于近折端腓骨与螺钉固定处，余 4 组应力主要

集中于远折端腓骨与螺钉固定处，应力最小为 F-AM 组，最

大为 F-AL 组，见图 4。

F-AL 组 (0.103 mm)，其中 F-PM 组 (0.048 mm) 约是 F-PL 组 

(0.088 mm)、F-AM 组 (0.088 mm) 的 0.54 倍，F-PM 组相对位

移最小，F-AL 组相对位移最大。

图注：F-C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F-AM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内侧，F-P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 组为

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

图 5 ｜肱骨最大位移及位移云图分布情况

Figure 5 ｜ Distribution of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and displacement 
cloud of the humerus

图注：F-C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F-AM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内侧，F-P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 组为

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

图 4 ｜内固定最大等效应力及应力云图分布情况

Figure 4 ｜ Maximum equivalent force and stress cloud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图注：F-C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F-AM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内侧，F-P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 组为

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

图 6 ｜内固定最大位移及位移云图分布情况

Figure 6 ｜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internal fix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isplacement clouds

表 3 ｜不同内固定模型应力及位移情况
Table 3 ｜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of different internal fixation models

组别 肱骨最大

等效应力
(MPa)

内固定最

大等效应

力 (MPa)

肱骨最

大位移
(mm)

内固定最

大位移
(mm)

近折端位

移 (mm)
远折端位

移 (mm)
骨折端相

对位移
(mm)

F-C 组 57.980 111.940 0.431 0.191 0.074 0.141 0.067
F-AL 组 58.519 122.980 0.574 0.290 0.075 0.178 0.103
F-AM 组 63.886 106.310 0.549 0.272 0.077 0.165 0.088
F-PL 组 49.706 114.320 0.416 0.187 0.073 0.016 0.088
F-PM 组 61.868 110.030 0.352 0.127 0.075 0.122 0.048

表注：F-C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中心，F-A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前外侧，F-AM 组为腓骨

位于髓腔前内侧，F-PL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外侧，F-PM 组为腓骨位于髓腔后内侧

2.2   不同内固定位移分布情况   观察 5 种固定方式下肱骨

位移云图结果，见图 5。5 组模型中，肱骨位移：F-PM 组 

(0.352 mm) < F-PL 组 (0.416 mm) < F-C 组 (0.431 mm) < F-AM

组 (0.549 mm) < F-AL 组 (0.574 mm)。F-PM 组肱骨位移最小，

其肱骨位移为 0.352 mm，F-AL 组肱骨位移最大，其位移为

0.574 mm；5 组模型的肱骨位移量均由肱骨近端向远端逐渐

递增，最大位移出现在骨折远端。

不同内固定模型应力分布云图：F-PM 组 (0.127 mm) < 

F-PL 组 (0.187 mm) < F-C 组 (0.191 mm) < F-AM 组 (0.272 mm) < 

F-AL 组 (0.290 mm)。F-PM 组位移最小，其位移为 0.127 mm， 

F-AL 组位移最大，其位移为 0.290 mm；5 组内固定的位移均

由近端向远端逐渐增加，通过位移云图分布可见 F-C、F-PL、
F-PM 组钢板位移量较分散；F-AL、F-AM 组位移量则主要集

中于钢板远端，表明 F-AL、F-AM 组较容易产生屈服变形，

见图 6。

2.3   不同内固定肱骨骨折端相对位移情况    肱骨骨折端相对

位移即为骨折远折端与近折端截面骨位移之差，通过比较骨

折端相对位移可反映骨折端稳定性。不同内固定模型应力

及位移情况见表 3。通过计算及比较：F-PM 组 (0.048 mm) < 

F-C 组 (0.067 mm) < F-AM 组 (0.088 mm)=F-PL 组 (0.088 mm) <  

3   讨论   Discussion
肱骨近端骨折多为老年骨质疏松骨折，多为粉碎性骨折，

当内侧皮质断裂同时合并肱骨头骨量丢失，则内固定失败的

风险将显著增加
[19]
。临床中常用的锁定钢板为 PHILOS 肱骨

近端锁定内固定系统，其近端螺钉分布兼顾内聚和外展，具

有良好的角稳定性，对骨质疏松的肱骨头有较好的把持力。

但锁定钢板常置于肱骨外侧，无法兼顾内侧的力学稳定性；

因此当内侧骨质粉碎，良好的内侧柱重建可减少肱骨近端内

固定失效的发生
[20-22]

。

同种异体腓骨髓内支撑已成为临床应用最成熟、最广泛的

内侧柱重建方式，其腓骨放置于髓腔内，属结构性增强固定物，

可实现对肱骨内侧柱的直接支撑和重建。GARDNER 等
[8]
利用

螺钉的滑移挤压将同种异体腓骨推向髓腔内侧，以复位内侧皮

质和重建力学稳定性。JANG 等
[23]

在体外生物力学实验中证实

同种异体腓骨可提高锁定钢板最大失效载荷。然而，随着大量

的临床研究报道，PANCHAL 等 [24]
利用锁定钢板联合同种异体

腓骨髓内支撑治疗 36 例老年肱骨近端骨折，术后 13.89% 患者

颈干角恢复欠佳，2 例肱骨头内翻畸形。CUI 等 [25]
将腓骨置于

肱骨髓腔中心治疗 25例老年肱骨近端骨折，术后 1例螺钉切出、

2例肱骨头缺血性坏死。CHEN等
[22]

对同种异体腓骨头进行修剪，

获得解剖型髓内腓骨支撑，术后 7 例患者临床疗效满意。

此次研究将腓骨置于髓腔中心、前内、前外、后内、后

外 5 个不同位置，通过有限元分析其不同生物力学特点。在

相同骨折模型及同等加载条件下，若肱骨及内固定最大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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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小，则内固定模型受力越分散。同时，肱骨与内固定的最

大应力由于应力遮挡原因常不能反映其真实力学特性，而骨

折端相对位移直接反映了肱骨的稳定性，故设置其为主要观

察指标，肱骨应力为次要观察指标。5 组内固定模型中，F-PM

组的骨折端相对位移最小，且其肱骨及内固定应力分布云图

较分散，故而认为内固生物力学稳定性最优为 F-PM 组。同

理分析，其次为 F-C 组、F-AM 组，生物力学稳定性最差为 F-PL

组、F-AL 组。作者认为腓骨置于髓腔后内侧的内固定模型在

内侧柱缺失型肱骨近端骨折中应力最优，其次可将腓骨置于

髓腔中心。另外，在相同的加载条件下，腓骨在髓腔不同位

置固定的最大应力均远小于内固定屈服强度，说明 5 种内固

定方式均可保证骨折早期的稳定性。

通过此次研究，作者认为内侧柱缺失型肱骨近端骨折因

内侧柱缺乏支撑，腓骨置于后内侧、前内侧所形成的力臂最

小，与锁定钢板形成斜“三角固定”，生物力学稳定性最佳。

而腓骨置于髓腔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髓腔压配稳定的效

果，同时腓骨与肱骨头紧密接触，使肱骨头和腓骨条成为一

个整体，可形成较好的支撑作用。腓骨置于髓腔前内侧虽同

样存在斜“三角固定”，但其支撑点偏向肱骨小结节，小结

节因其相对体积偏小，应力面积会相对集中，其力学稳定性

稍差于将腓骨置于髓腔内侧，而将腓骨置于髓腔外侧其力臂

最短，生物力学稳定性最差。

该研究基于有限元分析，研究过程中使用肱骨近端间

接暴力骨折简化模型，忽略了周围肌肉及韧带对骨折稳定性

的影响，肩关节为人体最大活动关节，未能实现多个方向的

加载以及扭转实验，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因

此常需结合体外生物力学实验进行验证。沈施耘等
[12]

纳入 6

例尸体标本行生物力学研究，结果提示倾斜放置与垂直放置

腓骨无明显差异，而 PANCHAL 等
[24]
、CUI 等 [25]

的临床研究

均出现内固定失效的并发症，其临床研究也未按腓骨在髓腔

的位置分组。故而小样本的体外生物力学实验并不具有广泛

的代表意义，需进一步按髓腔位置分组进行下一步临床研究

或大样本量的体外生物力学研究。

综上所述，该研究通过有限元分析在内侧柱缺失型肱骨

近端骨折后将腓骨置入髓腔中心、前内、前外、后内、后外

5 个不同位置重建内侧柱的力学稳定性。有限元分析提示，

将腓骨置于后内侧是最优的内固定方式，其次为髓腔中心。

而在临床应用中，受到患者髓腔大小、异体腓骨形状大小、

骨折类型等限制常无法按理想化的位置放置腓骨，具体应用

时可视术中具体情况，择优选择合适的腓骨置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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