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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骨折地图技术的跟骨骨折线分布研究

蒋代翔 1，2，鲁  辉 1，2，马  玲 1，章  花 1，刘定玺 3，胜照友 3，吴启梅 4，刘  融 1，2，5

文题释义：

跟骨骨折：跟骨是人体重要的承重骨，形状不规则，内部主要由松质骨构成，常因高处坠落等暴力损伤而致骨折，其骨折发生率占全身骨

折的2%，是最常发生骨折的附骨；此外，因骨折特征及周围软组织情况复杂，治疗难度较大且致残率较高。

骨折地图：又称“骨折线分布地图”，由Armitage等于2009年首次提出，通过多个骨折三维CT影像或三维重建模型，按特定解剖标志对齐

到标准模板上，绘制骨折线并重叠形成“骨折线图”，随后以此发展出的“骨折热图”，这两种图像均属于骨折地图的研究范围。

摘要

背景：跟骨骨折在其解剖、生物力学、损伤机制等方面复杂性极高，治疗难度大。现有的骨折分类系统多样，临床选择尚不统一。近年来

骨折地图绘制技术愈发完善，临床研究逐渐增多，为全身各部位骨折的骨折特征及损伤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目的：绘制跟骨骨折线图并转化为热图，分析跟骨骨折特征。

方法：回顾性研究68例(74足)跟骨骨折患者的病例资料。选取一位 34 岁健康男性(右侧)跟骨CT扫描数据，进行三维重建，作为骨折线绘制

模板。将68例患者足踝CT扫描数据导入Mimics 20.0软件，重建三维骨折模型，再将骨折模型导入3-matic 12.0软件，模拟骨折复位并与标准

模板拟合，在标准模板上临摹骨折线，创建骨折线图并转化为热图，分析骨折特征。

结果与结论：①跟骨骨折患者年龄大多分布于44-55岁，其中男性患者占85.3%，女性病例占14.7%；②跟骨骨折地图明显可见3条弧形带状

高发区，A带：外侧壁环形高发区；B带：包含整个Gissane角并向外侧结节与底部交接处走行；C带：从后距关节面中间向后内侧走行，在

内侧壁靠结节部向前部延伸；③结果表明，骨折地图能直观展现跟骨骨折特征，在跟骨的进一步分型、内固定设计、置钉策略、有限元分

析的有效性验证等方面可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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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跟骨骨折是最常见的跗骨骨折，约占全身骨折的 2%[1]

。

其损伤机制以高空坠落、车祸伤等暴力损伤为主，约 3/4 的

骨折累及后距关节面，临床治疗难度大，致残率高
[2]
。跟骨

骨折的分类系统众多，有数十种分类系统，但这些分类方式

在治疗决策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3-4]

。近年来，使用微创

手术治疗跟骨骨折越来越普遍，在显著减少软组织并发症的

同时，手术的难度也随之增高，因此有学者认为彻底了解三

维跟骨解剖和深入了解骨折的特点是微创技术获得良好效果

的先决条件
[5-7]

。骨折地图技术是一项 2009 年提出的新技术，

通过临床收集某部位骨折的大量病例资料，截取每一位患者

的二维骨折影像，逐一叠加到一标准模板，在该模板上临摹

出所有的骨折线并转化为热图形式；近年随着骨折三维处理

技术的普及，更多的研究者们开始在软件中重建并模拟复位

骨折，将骨折线临摹到三维的标准模板上，使得骨折地图显

示的立体信息更加丰富。该技术目前已经被用于多个部位的

骨折形态研究，为相关部位的进一步分型、手术入路的规划、

内固定物设计、有限元分析的有效性验证等提供了新的理论

依据
[8]
。例如王郑浩等

[9]
就将骨折地图技术应用到桡骨远端

关节内骨折线的形态学分布研究，绘制的骨折地图清晰直观，

并以此完善了 OA 分型中 B 型及 C 型对于关节面骨折线、骨

折区域的描述，为关节内骨折进一步分型及诊断提供了一定

帮助。

该文章通过回顾性分析 68 例 (74 足 ) 跟骨骨折患者的

病例资料，使用最新的骨折地图技术，绘制出跟骨三维骨折

线图并转化生成热图，以期揭示跟骨骨折线的走行与分布特

点，为临床治疗及科研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病例资料绘制骨折线生成骨折热图，观察骨

折线走形及分布情况。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6 年 2 月至 2021 年 12 月在武汉科技

大学附属普仁医院完成。

1.3   对象   收集 2016 年 2 月至 2021 年 10 月在武汉科技大

学附属普仁医院行手术治疗的 68 例跟骨骨折患者的资料，

共 74 足，其中男 58 例，女 10 例；左侧跟骨骨折 29 例，右

侧跟骨骨折 33 例，双侧跟骨骨折 6 例。74 足中有 49 足骨折

累及后距关节面，根据 Sanders 分型：Sanders Ⅱ型 26 例，

Sanders Ⅲ 19 例，Sanders Ⅳ 4 例。受伤原因为：高空坠落伤

57 例、车祸伤 9 例。参与研究的患病个体为自愿参加，均对

数据采集及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并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 ”。

纳入标准：①年龄≥ 18 岁；②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

仁医院诊断为跟骨骨折的患者；③行足踝 CT 扫描；④ CT 数

据符合三维重建标准。

排除标准：① CT 扫描影像学资料不全；②开放性骨折；

③陈旧性跟骨骨折；④病理性骨折；⑤既往有跟骨或足踝手

术史者。

标准模板：选取一位 34 岁健康男性 ( 右侧 ) 跟骨 CT 扫

描数据进行三维重建，将此三维模型做为骨折线绘制模板。

1.4   设备和软件   

1.4.1   CT 扫描设备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 64 排螺旋 

CT 机 (Siemens，德国 ) ，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150 mA，

扫描矩阵 512×512，层厚度 1.25 mm，重建间距 1.25 mm。

1.4.2   三维重建软件   Mimics 20.0(Materialise， 比利时 )，完

成骨折模型重建及骨折块分割。 

1.4.3   骨折线绘制软件   3-matic 12.0(Materialise， 比利时 )，

完成骨折块复位及骨折线绘制。 

1.4.4   热图生成软件   E-3D( 中南大学，中国 )，生成红蓝渐

变骨折热图。 

1.4.5   处理设备   台式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10 64 位 (DirectX  

12)；处理器：inter(R)Core(TM)i7-8700 CPU@3.20GHz；RAM： 

32.0 G；主显卡：NVIDIA GeForce GTX 1080Ti。

Abstract
BACKGROUND: Calcaneal fractures are extremely complex in terms of anatomy, biomechanics, and injury mechanisms, and are difficult to treat. The existing 
fractur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are diverse, and the clinical selection is not uniform. In recent years, fracture mapping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erfect, and clinical research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providing new research ideas for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jury mechanisms of fracture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OBJECTIVE: To draw a calcaneal fracture line map and convert it into a heat map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lcaneal fractures.
METHODS: The case data of 68 patients (74 feet) with calcaneal fractures wer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The CT scan data of the right calcaneus of a 34-year-
old healthy male were selected for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used as a template for drawing fracture lines. CT scan data of foot and ankle of 68 
patients were imported into Mimics 20.0 software to re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fracture model. The fracture model was imported into 3-matic 12.0 
software to simulate fracture reduction and to fit with the standard template. The fracture line was traced on the standard template. A fracture line map was 
created and converted into a heat map to analyze the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Most of the patients with calcaneal fractures were 44-55 years old, of which 85.3% were male and 14.7% were female. (2) 
Three arc-shaped high-incidence areas were clearly visible on the map of calcaneal fractures. A belt: the annular high-incidence area of the lateral wall; B belt: 
covering the entire angle of Gissane and running towards the junction of the lateral tubercle and the bottom; C bel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posterior talar 
articular surface runs posteriorly and medially, and extends anteriorly by the tubercle in the medial wall. (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map can directly 
displ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lcaneal fractures,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classification of calcaneus, internal fixation design, nail placement 
strategy,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validation.
Key words: calcaneal fracture; fracture map; fracture heat map; fracture lin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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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方法

1.5.1   创建骨折线图并转化为热图   ①将一位 34 岁健康男性

( 右侧 ) 跟骨 CT 影像数据以 DICOM 格式导入 Mimics 20.0，

使用 CT Bone Segmentation 工具创建跟骨蒙版，将蒙版转化

为实体模型并以 STL 格式导入 3-matic 12.0 从而得到标准模

板。②将 68 例跟骨骨折患者的 CT 影像数据进行同样步骤创

建跟骨蒙版，使用 Edit Masks、Split Mask 等工具将跟骨各骨

折块分离，将蒙版转化为实体模型并以 STL 格式导入 3-matic 

12.0。③在 3-matic 12.0 中使用平移、旋转等工具模拟复位

骨折块。使用 Mirror 工具将 35 例左侧跟骨镜像为右侧跟骨。

使用 Scale、N Points Registration 等工具使骨折模型与标准模

板进行配准，为确保骨折模型与标准模板进行配准的准确性

和均质性，每例骨折模型与标准模板配准的特征解剖点均相

同，解剖点如下：载距突内侧顶点、跟骨结节外侧突最低点

和跟骨结节最顶点，此 3 点解剖位置明显容易识别，每次配

准经过 2 名研究人员评估后完成，见图 1A。在标准模板表面

使用 Smooth Carve工具临摹出平滑曲线，表示患者的骨折线，

见图 1B；将 68 例患者 (74 足 ) 的骨折线重叠，得到跟骨骨折

线图。使用 Create Isocurves 工具依据每一例患者骨折线，计

算并分离出宽 2 mm 的断裂面，分别以 STL 格式导出，见图

1C。④将标准模板导入 E-3D，使用骨折区域统计分析工具导

入所有的断裂面，自动计算并生成骨折热图。文章统计学方

法已经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46.28±11.42) 岁，最好发于 44-55 岁，占比 43.10%，其次是

32-43 岁，占比 29.31%；女性病例占 14.7%，女性平均年龄

(51.80±12.09) 岁，最好发于 44-55 岁，占比 40.00%，其次是

56-67 岁，占比 30.00%，见图 3。74 足跟骨骨折中，有 49

足为关节内骨折，25 足为关节外骨折。

图注：图 A 为配准后的骨折模型与标

准模板；B 为跟骨骨折线；C 为骨折断

裂面

图 1 ｜跟骨骨折 3-matic 中的处理效果

Figure 1 ｜ Processing effects of 
calcaneal fracture in 3-matic

1.5.2   跟骨标准模板分区   俞光荣等
[10]

将跟骨分为前部、体

部、丘部、载距突部和结节 5 部分，在临床得到广泛认同。

此次研究依据俞氏分部法进行分区，并在此基础上将体部进

一步分为内侧壁、底部、外侧壁，见图 2，以便于观察和描

述各分区和整个标准模板的骨折线走行及聚散程度。

图注：图 A 为跟骨分区侧面

观；B 为跟骨分区底面观

图 2 ｜跟骨标准模板分区

Figure 2 ｜ Calcaneal standard 
template division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跟骨骨折患者基本信息分布；②各分

区骨折线分布；③跟骨骨折热图。

2   结果   Results 
2.1   跟骨骨折患者基本信息分布   68 例患者年龄分布于

20-78 岁，平均年龄 (47.09±11.60) 岁；骨折最好发于 44-55

岁，占比 42.65%；其中男性病例占 85.3%，男性平均年龄

图 3 ｜跟骨骨折不同性别年龄分布

Figure 3 ｜ Gender and age distribution of calcaneal fractures

年龄 ( 岁 )

例
数

20-31          32-43          44-55         56-67         68-78

2.2   各分区骨折线分布   跟骨骨折线走行和分布在各区存在

明显差异，见图 4。①外侧壁：骨折线主要有 2 处汇集，分

别为外侧壁中部的椭圆状汇集和起自 Gissane 角向结节与底

部交接处走行的汇集带；②内侧壁：靠结节侧骨折线更为密

集，主要有 2 种方向的骨折线，数量较多的一种是平行于内

侧壁与结节部交界向跟骨前部延伸，另一种较为分散，起自

跟骨沟及中距关节面，向跟骨后下方延伸；③丘部：具有一

条明显的骨折线汇集带，骨折线主要沿后距关节面长轴走行

并汇集于关节面中部，经过关节面后继续向内侧壁与结节部

交界处走行；④前部：骨折线主要有内外 2 处汇集，外侧的

主要由丘部骨折线延续而来，沿上面最外侧走行至最前端继

续向下沿跟骰关节面最外侧走行，内侧的起自 Gissane 角，

向前距关节面走行，向下累及小部分关节面，汇集于跟骰关

节面最内测，最后 2 股汇集于前部底面；⑤载距突：骨折线

最为稀疏，向内侧走行，主要分布于跟骨沟、前距与中距关

节面交界处和中关节面中部；⑥底部：骨折线呈三角状分布，

两边汇集于底部与内外侧壁交界处，后方为靠近结节的横行

骨折线；⑦结节：整体骨折线较为稀疏，跟腱附着处及跟骨

外侧突较为集中。

图注：图 A 为右视图；B 为左视图；C 为俯视图；D 为仰视图；E 为前视图；

F 为后视图

图 4 ｜跟骨骨折线分布图

Figure 4 ｜ Distribution map of calcaneal fractur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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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跟骨骨折热图    跟骨骨折热图分布规律与骨折线图分布

规律一致，总体形态上看跟骨有 3条弧形带状高发区，见图 5。

Ⅰ型关节外损伤；Ⅱ类关节内损伤。Ⅱ型再根据继发骨折线

的走行，进一步分为关节凹陷型和舌型。

Zwipp 分型划分了 5 个骨折块 ( 载距突、结节、后距下

关节、前突和前方距下关节 ) 和 3 个跟骨关节 ( 跟骰关节面、

前中距下关节面和后距下关节关节面 )。依据主要骨折块数、

关节累及数和软组织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总分 12 分。分数

越高代表损伤越严重。

Crosby 分型依据后距关节面骨折块的位移情况及粉碎情

况，分为 3 型：Ⅰ型无移位或轻度移位的跟骨骨折 ( 位移 <  

2 mm)；Ⅱ型骨折块移位 > 2 mm，无粉碎；Ⅲ型关节面粉碎

性骨折。

最佳骨折分类系统应简单、指导治疗决策和预测结果
[16]
。 

虽然跟骨骨折的分类系统众多，但大多数在临床使用率极低，

同时有研究表明使用最普遍的几种分型，观察者之间的可靠

性只是中等
[17-18]

。目前普遍认为 Sanders 分型对跟骨骨折治

疗方法的选择和预后评估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随着技

术的不断发展，跟骨骨折的手术治疗越来越重视微创
[19]
，对

于不同情况的骨折，手术入路的选择也变的更加灵活，而现

有分型对手术切口和手术方案的选择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探索更优的跟骨分类系统仍是当下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3.3   骨折地图绘制技术发展   骨折地图概念于 2009 年首次提

出，旨在将大量病例的骨折线叠加，并以热图或频率图形式

呈现，以此来探究某一部位骨折线走行及分布情况。近 10 年

来，骨折地图已被用于描述桡骨远端、腰椎、髋臼、胫骨平

台等多部位的骨折，在此期间新的绘制技术不断涌现，使骨

折地图不断发展。ARMITAGE 等
[20]

首次提出并使用该技术，

通过三维 CT 重建影像，调整到与标准肩胛骨所代表的平面上

的最佳可视化的视图，并导入 Fireworks MX软件 (Macromedia， 

美国 ) 绘制肩胛骨骨折线图。COLE 等
[21]

使用的方法与上述

一致，绘制了胫骨 pilon 骨折线图，但他们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绘制了常见骨折区域图，方法是对每个骨折区域的图像上

附上黑色图层，再将每层调为 5% 的透明度，因此某区域骨

折次数愈多颜色也就愈深，既代表骨折的高发区。

以上两种方法并未实现骨折线图向热图的转化。MELLEMA

等
[22]

尺骨冠突骨折地图的研究中，使用了与 ARMITAGE、
COLE 相同的方法绘制了平面骨折线图，并在 Rhinoceros-

(Robert McNeel，美国 ) 和 Matlab 软件 (MathWorks，美国 ) 中

将初始图转化为了热图，使得尺骨冠突骨折特征显得更加直

观。此后部分研究者还做了进一步创新，例如 ZHANG 等
[23]    

将 CT 扫描数据导入 Mimics 软件，将桡骨远端关节内骨折

块分离并进行复位，随后所有关节图像由软件 Photoshop 

CC(Adobe，美国 ) 叠加，继续用此软件将初始图转换为骨折

热图。总结来说，以上制作的骨折线图或热图均是二维图像

叠加而生成，适用于肩胛骨、髂骨等扁状及关节面的骨折，

但由于缺乏三维立体感，因此无法描绘骨折的立体特征
[24-25]

。

DUGARTE 等
[26]

认为三维和二维绘制的骨折线之间存在

差异，通过三维绘制更精确，并在研究中证明了这一观点。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跟骨分部与骨折线特征   俞氏分部法分界的解剖标志如

下：跟骨沟最低处向下的垂线，经过此线的冠状面与矢状面

作为跟骨前部、体部和载距图的分界；跟骨沟最低处至跟骨

体后上最低处的连线，以上为丘部，以下为体部；结节以粗

大隆起的骨皮质与体部分界
[10]
。俞氏分部法具有解剖依据充

分、各部分内涵清晰、临床目的明确等特点，对跟骨骨折的

治疗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1]
，临床中得到普遍认可，但很少

有人完整描述各部骨折线特征。

从骨折线图上看，体部、丘部、前部的骨折线较密集，

骨折线在这些区域内部存在明显特征，外侧壁集中于中部环

形区域，内侧壁集中在与结节交界处，丘部集中于后距关节

面长轴中部，前部集中于跟骰关节面内外侧边缘。载距突和

结节的骨折线较稀疏，可能与具有厚密皮质骨有关，临床上

常把这两部分作为其他骨折块固定的支点
[10]
。三维骨折线图

可不局限于一个面观察，更加适用于近似长方体的跟骨，宏

观而全面地展示骨折线的走行和集中趋势，代替繁琐的文字

描述，便于医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跟骨骨折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进而为内固定物设计、螺钉固定位置等提供参考依据。

3.2   跟骨骨折的常见分型   跟骨骨折分类系统存在数十种，

多以骨折线分布、移位程度和骨折块类型等为分类依据，从

现有的文献上看，使用最为普遍的分型有 Sanders 分型
[12]
、

Essex-Lopresti 分型
[13]
、Zwipp 分型

[14]
、Crosby 分型

 [15]
。

Sanders分型依据后距关节面的骨折线数量和移位程度，

总共分为 4 型：Ⅰ型表示无移位的关节内骨折；Ⅱ型表示后

关节面两部分骨折，移位≥ 2 mm；Ⅲ型表示三部分骨折，

移位≥ 2 mm；Ⅳ型表示有 4 个或更多碎片的骨折。再根据

骨折线的位置，Ⅱ型和Ⅲ型骨折进一步分为3个亚组 (ⅡA型、

Ⅱ B 型、Ⅱ C 型、Ⅲ AB 型、Ⅲ AC 型和Ⅲ BC 型 )。
Essex-Lopresti 分型依据骨折累及距下关节面与否分为：

图注：图 a 为右视图，A 带与 B 带相交于腓骨滑车； b 为左视图；c 为
俯视图，B 带于 C 带相交于 Gissane 角；d 为仰视图；e 为前视图；f 为
后视图。A 带：外侧壁环形高发区；B 带：包含整个 Gissane 角，向外

侧结节与底部交接处走行。C 带：从后距关节面中间向后内侧走行，在

内侧壁靠结节部向前部延伸

图 5 ｜跟骨骨折热图

Figure 5 ｜ Heat map of calcaneal fractures

a c e

b d f



2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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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三维骨折地图来描绘骨折

特征。邓朝阳等
[27]

使用 Mimics 对胫骨平台骨折块进行分离，

以 STL 文件格式导入 3-matic 中进行复位、镜像等操作，与

标准模板重合临摹骨折线，最后将其重叠得到三维胫骨平台

骨折线图，骨折线的立体信息更加完整和直观。FU 等
[28]

开

发了一项新的映射投影技术，可以将股骨近端骨折三维信息

投影到二维平面上，生成二维参数化骨折热图并导出，从不

同角度的多个视图来显示三维信息。SU 等
[29]

使用 Mimics 和
3-matic 生成 T12-L2 椎体骨折线图后，在 E-3D 软件中进一步

获取每个椎体的热图。E-3D 软件可通过简单操作即可获得三

维骨折热图，热图信息可靠，可多视角进行观察。由于跟骨

形态特征，此次研究中借鉴了 SU 等的研究方法，获得了三

维跟骨骨折热图，骨折特征显示清晰。通过检索文献，既往

也有与此次相类似的研究。NI 等 [30]
收集 62 例患者的病例资

料生成跟骨骨折热图，并发现后关节突关节前缘骨折线的发

生率很高，且骨折常经过后距关节面并向后延伸，使前内侧

骨折与跟骨结节分离。GUO 等
[31-32]

分别在 2 次研究中收集

了 Sanders Ⅱ型和舌型的跟骨骨折患者，绘制骨折线并生成

热图，并根据热图对不同亚型的最佳固定点进行讨论。此次

研究着重于探究跟骨完整的骨折线特征，将所有类型的骨折

均纳入研究，以骨折线图与热图结合的方式进行显示，既抓

住原始骨折线的分布细节又能直观表现骨折高发部位，以此

对跟骨骨折线分布特征描述更加全面。

3.4   跟骨骨折热图特征   从跟骨热图可以观察到，跟骨存在

3 条骨折高发带。A 带位于跟骨外侧壁，呈环状，与骨折线

图中观察一致，体现出外侧壁骨皮质向外膨出高发性。除此

以外，骨折线在经过 A 带后一部分骨折线走行至丘部关节面

以后，一部分走行至结节部以后。这两部分分别对应 Essex- 

Lopresti 描述中的舌型骨折与关节压缩型骨折。B 带包含整个

Gissane 角，向外侧结节与底部交接处走行，聚于此处的骨

折线对应 Essex-Lopresti 描述中的第一阶段骨折。李文祥等
[33] 

收集了 140 例跟骨骨折患者的病例资料，使用 Photoshop  

软件绘制了跟骨外侧壁的二维骨折线图，并首次提出了跟骨

矢状面分区。此次研究中，观察到的外侧壁骨折线分布与李

文祥描述的一致，通过热图更直观了解到外侧壁骨折线高发

集中区。A 带和 B 带两个高发区还有一个交汇点，见图 6a，

刚好位于腓骨肌滑车，证明此处骨折线经过的高频性，暗示

有较高的应力集中，同时临床中解剖钢板、锁定钢板、微创

钢板等在固定时必定经过此处，因此钢板在放置时需精确定

位，置钉点应尽量避开，钢板设计中应注重这一部位的强度

以对抗应力集中。

C 带从后距关节面中间向后内侧走行，在内侧壁靠近结

节向前部延伸；C 带从矢状面环绕跟骨内侧，平行切面将跟

骨分割为内外侧柱，从顶部视角可以测得 C 带切面与矢状面

成角约为 22°，见图 6b。因此由结节向前部放置螺钉应从外

侧向内侧成一定角度，增加螺钉与 C 带成角，以提高内侧骨

折块固定的稳定性。

跟骨手术切口大致可分为外侧切口和内侧切口，考虑操

作难度、内固定、周围解剖结构等因素，实际临床上选择外

侧切口居多，仅伴内侧柱严重损伤时才考虑内侧切口。跟骨

的微创附骨窦切口日趋流行，但此手术方式对内侧柱的复位

不具优势。因此内侧柱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可以指导手术入

路和手术方案的选择。C 带证明内侧骨折块经常出现，因此

可以为跟骨进一步的内外侧柱分型提供一定参考。CARR 等
[34]

最早将跟骨分为内、外两柱，内侧柱包含前中距关节、内侧

跟骨壁和结节的内半部，该柱在很大程度上可通过内侧入路

进行修复。随后 Sanders 分型将跟骨分为了三柱，该分型对

预后有较高的预测价值。ZHENG 等
[16]

进一步提出了内侧柱

分型，将内侧柱分为内侧柱移位型和无移位型，此分型的目

的在于指导临床手术方案及入路的选择，研究中移位型采用

L 型入路，无移位型采用附骨窦入路，结果 91 例患者术后

Maryland 足部评分，优良率达 95.6%。

HARNROONGROJ 等 [4]
依据内侧支撑骨块骨折线的位置

将跟骨分为 3 个主要类型，A 型：内侧支撑骨块骨折线位于

跟骨沟，既为载距突；B 型：骨折线位于后距关节面，内侧

支撑骨块包含载距突和后距关节面内侧；C 型：骨折线位于

后距关节面以外，内侧支撑骨块包含载距突和后距关节面。

然后根据内侧支撑骨块以外的后距关节面损伤情况分为 4 中

亚型 (A1，A2，A3，A4，B1，B2，B3，B4)C 型无亚型。

以上两种近年最新提出的分类，均高度重视对手术方式、

内固定等指导，在他们的分型中将跟骨内侧柱的情况作为主

要条件，其原因在于微创手术由于切口大小的限制，术中对

跟骨内侧柱的情况难以直观判断。这两种分类的效果还需进

一步的研究进行评价。

3.5   优势与局限性   此次研究的优势主要体现：①三维立体

的方式呈现骨折地图：跟骨为不规则长方体，骨折线常常累

及跟骨各个部位，三维骨折地图对特征显示更加全面详细，

较少二维平面骨折地图对立体信息显示不足而带来的误差；

②骨折线图与骨折热图相结合：实际观察中发现，骨折线图

对骨折线走形与细节显示更优，而热图对整体特征与骨折线

密度显示更直观。

此次研究也存在局限：首先，每位患者的跟骨都存在个

体化差异，所以标准模板上绘制的骨折线可能与实际存在偏

差；其次，研究中并未依据跟骨骨折地图对跟骨分型、内固

定设计、螺钉固定位置等准确的建议，下一步还需结合解剖、

生物力学等进一步研究，以对临床指导更加科学严谨。

图注：图 a 为圆圈内即 A 带与 B 带相交处；b 为 C 带切面与矢状面成角

约为 22°
图 6 ｜跟骨骨折热图特征

Figure 6 ｜ Heat map features of calcaneal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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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总结   三维骨折地图显示跟骨骨折线的走行与分布具有

明显特征，线图与热图两种显示方法各具优势，将两者相互

结合对骨折线的走形细节与汇集频率的表现更佳；结果中发

现，跟骨具有 3 条最为明显骨折线汇集带，可以帮助医生初

始学习跟骨骨折时对骨折高发区和形态特征能有直观和清晰

的认识；在跟骨的进一步分型、内固定设计、置钉策略、有

限元分析的有效性验证等方面可以提供参考，实际临床应用

还有待下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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