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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侧克氏针增强 AO C 型桡骨远端骨折尺背侧骨折块稳定性的有限元分析

殷  浩 1，陈  光 1，李  燕 1，周恩昌 2，宁仁德 1，3

文题释义：

桡骨远端骨折：约占全身骨折的1/6，主要好发于青年患者和老年患者，青年患者主要是由于运动或交通的高能量损伤所致，并常常合并

软骨和韧带损伤；老年人大多由低能量损伤导致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且骨折严重程度不一，容易出现复位后的丢失。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加

剧，作为最常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代表，如何实现此类患者骨折后快速功能恢复、无明显残留后遗症是当前临床骨科医生所面临的一个重

要挑战。

尺背侧骨折块：属于桡骨远端骨折三柱分型中的中柱，其包括桡月关节面和下尺桡骨关节面，若尺背侧骨块未能得到妥当处理，将导致桡

腕关节、下尺桡关节的疼痛、无力、活动受限、脱位和创伤性关节炎等一系列并发症的发生。因此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中尺背侧骨折块的

处理极为关键。

摘要

背景：波及尺背侧骨折块的桡骨远端骨折属于不稳定型骨折，属于AO分型的23C型、三柱分型中波及中间柱的骨折，尺背侧骨折块不能得

到有效固定，将影响桡腕关节和下尺桡关节的稳定性，而当前单纯掌侧钢板固定尺背侧骨折块的作用有限，若附加背侧钢板虽然固定效果

好，但将增加手术创伤、导致肌腱损伤粘连，并提高了治疗费用，不符合当前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政策，附加背侧克氏针固定是个较为可

行的方案。

目的：通过建立AO/ASIF 23-C1 桡骨远端骨折的有限元模型，比较掌侧锁定钢板和掌侧锁定钢板附加背侧克氏针两种内固定方式生物力学

稳定性的差异，尤其关注尺背侧骨折块的固定效果，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利用逆向建模技术，将42岁男性志愿者健康前臂CT数据及内固定数据导入相关软件，分别建立AO/ASIF 23-C1 桡骨远端骨折掌侧锁

定钢板和掌侧锁定钢板附加背侧克氏针内固定三维有限元模型。对模型分别施以100 N轴向载荷、1 Nm的弯曲及扭转载荷，比较两组尺背

侧骨折块最大位移、内固定上最大Von Mises 应力及应力分布等指标。

结果与结论：①两种固定方式下，内固定上的应力均2-10倍于骨骼，符合骨折早期稳定的要求；②在3种不同载荷下，两组间应力峰值比

较，无论是骨骼上还是内固定上的应力均差别不大( < 30%)；在轴向载荷下内固定上的应力峰值为骨骼的三四倍；但在弯曲载荷下，内固

定上的应力峰值为骨骼的8-10倍；而在扭转载荷下内固定上的应力峰值仅为骨骼的2倍；③在轴向载荷下，两组间尺背侧骨折块的最大位

移极小且差别不大，仅为0.056 mm和0.047 mm，表明骨折块的稳定性好；在弯曲载荷下，单一钢板固定组最大位移为克氏针固定组的2.4
倍；在扭转载荷下，单一钢板固定组最大位移为克氏针固定组的2.7倍；④提示附加克氏针的掌骨锁定钢板能更好地固定尺背侧骨折块，

应力分布更均匀，提高了固定强度，且未明显增加手术费用，更适合于当前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控费下涉及尺背侧骨折块的桡骨远端骨折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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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有限元法分析背侧克氏针增强 AO C 型桡骨远端骨折尺背侧骨折块的稳定性

健康男性志愿者 1 名，42 岁，身高 175 cm，体质量 67 kg，前臂行 CT 扫描，层厚 0.625 mm

导入 Abaqus 6.13 进行分析，模型分别施以 100 N 轴向载荷，1 Nm 的弯曲及扭转载荷，固定桡骨近端，设

置边界条件为全约束

导入到 Hypermesh 15.0 软件，进行装配，材料赋质，建立桡骨远端骨折内固定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观察指标：①骨折断端的位移变化：记录尺背侧骨折块相邻两点间相对距离的变化最大值；②两模型上内

固定应力峰值及应力分布情况。

导入 Mimics 18.0，构建桡骨远端模型。再导入 
Geomagic Studio 2020 进行图像光顺、优化、拟合曲面，

模拟截骨，建立桡骨远端 C1 骨折模型型股骨

软件内建立锁定钢板螺钉及克氏针模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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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桡骨远端骨折 (distal radial fractures，DRFs) 是成人中最

常见的骨折，在老年人中仅次于髋部骨折，其发病率为0.35%，

在青壮年人群中，发病率为 0.1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1-2]

。

非手术治疗适合于稳定性骨折，而移位或不稳定骨折通常需

要手术治疗，以恢复上肢力线、功能和防止创伤性关节炎
[3-8]

。

目前，使用掌侧入路和掌侧锁定钢板 (volar locking plate，
VLP) 治疗 DRFs 已被广泛接受。虽然单一 VLP 可以解决大多

数关节外和简单关节内骨折，而不发生复位丢失
[9-11]

，但对

于粉碎性关节内 DRFs，如 AO 分型的 C 型骨折，仍是单一

VLP 手术治疗的挑战之一
[12-14]

。早在 1984 年，MELONE[15]
提

出典型的DRFs关节内骨折由 4个骨折块组成，分别为桡骨干、

尺背侧骨折块、掌尺侧骨折块和桡骨茎突骨折块。掌侧入路

加锁定钢板内固定掌侧块已被广泛接受，但尺背侧块的固定

意义及其适宜固定方式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前期的临床实践中，在临床上分别采用了单纯 VLP、
VLP 附加背侧克氏针及掌背侧双钢板固定涉及尺背侧骨折块

的 DRFs，虽然都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其固定的生物力学差

异性尚不明确
[16]
。而在当前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疾病诊断

相关分组付费情况下，减少、限制使用高值耗材已是趋势所

在，故在控费增效的大环境下，对于此类骨折采用 VLP 附加

背侧克氏针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17-18]

。但由于新鲜冷冻尸体标

本来源的困难和实验的可重复性，采用有限元模型进行生物

力学分析越来越普遍，其与尸体标本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19-23]

。

为此作者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探讨附加背侧克氏针是否能

增加此类骨折的生物力学稳定性。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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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设备   GE 128 排 CT 机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影

像科提供；联想笔记本电脑 1 台，计算机工作站为 Windows 

10 Home 操作系统。

1.3.2   软件   Mimics 18.0 软件 ( 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 )，
Geomagic Studio 2020( 美国 Canonsburg 公司 )，Hypermesh 

15.0 ( 美国 Altair 公司 )，Abaqus 6.13(Dassault Systèmes，法 

国 )。
1.3.3   内固定材料   桡骨远端锁定钢板螺钉等由江苏华

森公司提供。克氏针由江苏张家港康泰尔医疗器械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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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Distal radial fracture involving dorsal ulnar fragment type belongs to unstable fractures, AO classification of 23C type and the middle column 
fractures of three-column classification. If dorsal ulnar fragment cannot be effectively fixed, it will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radial joints and ulnar radial joints. The 
fixation effect of dorsal volar plate alone on dorsal ulnar fragment is limited. Although the fixation effect of dorsal volar double plate is effective, it increases 
the trauma and treatment cost,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policy. The addition of dorsal Kirschner wire fixation may be a 
relatively feasible plan.  
OBJECTIVE: A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AO/ASIF 23-C1 distal radial fracture was establish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biomechanical stability between volar 
locking plate and volar locking plate plus dorsal Kirschner wire,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fixation effect of dorsal ulnar fragment,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Using reverse modeling technology, the CT data of healthy femur of a 42-year-old male and internal fixation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relevant 
software to establish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AO/ASIF 23-C1 distal radial fractures with volar locking plate and volar locking plate with 
dorsal Kirschner wire. The models were subjected to 100 N axial stress, or 1 Nm bending or torsional stress, 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maximum Von Mises stress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of dorsal ulnar frag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stress on the internal fixation was 2-10 times that on the bone under the two fixation methods, which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fracture fixation. (2) Under the three different load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tress peaks of both 
bone and internal fixation (< 30%). Under an axial load, the peak stress on the internal fixation was 3-4 times that on the bone. However, under bending load, 
the peak stress of internal fixation was 8-10 times that of bone, while under torsion load, the peak stress of internal fixation was only twice that of bone. (3) 
Under an axial loa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s of the dorsal ulnar frag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very smal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mall, only 
0.056 mm and 0.047 mm,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good stability of the fragment. Under bending loa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single plate group was 2.4 
times that of Kirschner wire group. Under torsion loa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he single plate group was 2.7 times that of the Kirschner wire group. (4)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volar locking plate with Kirschner wire can more effectively fix the dorsal ulnar fracture fragment, with more uniform stress distribution, 
improve the fixation strength, and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treatment cost.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tal radial fractures involving the 
dorsal ulnar fracture fragment under the current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policy.
Key words: distal radius fracture; internal fixation; volar locking plate; Kirschner wire; displacement; stress;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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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象   健康男性志愿者 1 名，42 岁，身高 175 cm，体质

量67 kg，排除了诸如骨质疏松、骨关节炎、骨折和癌症等病史，

签订了知情同意书。该研究方案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

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

CT 扫描采用 128 通道容积式 CT 扫描仪 (Light Speed，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USA)，在完全伸展的情况下，从前臂

中到指尖进行扫描。扫描片厚度，电压、电流为 0.625 mm， 

120 kV 和 300 mA，图像资料以 DICOM 格式保存。

1.5   方法   

1.5.1   建立桡骨远端实体模型   使用 Mimics 18.0 (Materialise 

Technologies，Leuven，Belgium) 以 DICOM 格式收集并存储

扫描数据，用于重建三维关节骨结构。

利用 Mimics 软件对邻近的骨构件进行包裹、平滑和网

格化，以优化模型结构。之后将数据导入 Geomagic studio 

2020 软件 (Canonsburg，PA，USA) 并作为 IGES 文件输出，

然后将数据导入 Hypermesh 15.0 软件 (Altair HyperWorks，
USA)，生成有限元模型。采用理想的平面进行 3 次截骨：

先以月骨窝关节面近端 2 cm 作 1 mm 间隙的关节外横型截

骨，再在舟状骨和月骨窝之间进行矢状面截骨，内外侧比例

1∶ 2，再将内侧骨折块冠状面上横行切割成 1∶ 1的骨折块，

这样形成不稳定的关节内骨折，同时伴有桡骨茎突和尺背

侧骨折块，建立了 4 部分桡骨远端关节内骨折模型 (AO/ASIF  

23-C1)，见图 1。

用完整远端半径模型，通过网格收敛分析确定单元的尺寸。

所有材料性质定义为均匀、各向同性和线性，钢板、克氏针

和螺钉材料的弹性模量为 110 GPa 的钛合金，皮质骨和松质

骨的弹性模量分别为 17 GPa 和 1.3 GPa，所有材料的泊松比

设置为 0.3[24-25]
。

1.5.5   载荷和边界条件   对轴向压缩、掌侧弯曲和顺时针轴

向扭转进行了非线性计算模拟。根据前人生物力学研究
[24]
，

在桡骨远端分别施加 100 N 的轴向载荷和 1 Nm 的弯曲和扭

转载荷，如图 2 所示。

图 1 ｜ C1 型桡骨远端骨折制作

示意图

Figure 1 ｜ Schematic diagram 
of C1 type distal radius fracture

冠状面 横切面

1.5.2   内固定模型的制作   

桡骨远端解剖锁定钢板：4 孔 T 型桡骨远端解剖锁定钢

板长度 50 mm，远近端锁定螺钉各 4 枚：长 20 mm，直径 

2.7 mm 或 3.5 mm。为简化计算，螺丝钉模型均不含螺纹。

克氏针：直径为 2 mm 的骨圆针。  

钢板和螺钉的三维模型，在有限元软件 Abaqus 6.13 

(Dassault Systèmes，法国 ) 内组装。

1.5.3   建立桡骨远端骨折内固定模型   将桡骨远端模型和 2

种内固定模型导入到 Hypermesh 软件，进行装配，桡骨远端

和骨干端各有 4 枚螺钉固定，其中 1 枚螺钉固定到尺背侧骨

折块。2 枚克氏针于背侧行尺背侧骨折块的交叉固定，产生

2 组模型，分别为单一钢板固定组和克氏针固定组，然后导

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6.13 进行处理分析，建立桡骨远

端模型 C 型内固定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1.5.4   机械特性设置   在所有的计算模型中，使用面对面和

有限滑动公式定义了钢板和骨之间以及截骨界面之间的接触

相互作用。在螺钉和钢板之间以及螺钉和骨之间进行捆绑约

束，板结构采用 10 节点二次四面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采

图 2 ｜加载及约束示意图 

Figure 2 ｜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ing 
and constraint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骨折断端的位移变化：记录骨折断端

相邻两点间相对距离的变化最大值；②两模型上内固定应力

峰值及应力分布情况。

2   结果   Results 
2.1   骨折内固定的有限元模型与验证   对骨折内固定后实体

模型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单一钢板固定组生成实体单元 

71 502 个，节点 17 905 个；克氏针固定组生成实体单元 

85 106 个，节点 21 177 个。在 100 N 轴向压缩载荷下，模

型的应力云图及单钢板组最大应力分别为 42.57 MPa，与文 

献 [22-23] 基本一致，验证了此模型的有效性。

2.2   两种内固定应力分布情况   在两组模型中，无论在何种

载荷下，最大应力均集中在骨折断端周围，骨骼上承担应力

较小，内固定承受应力为正常骨质的 2-10 倍，表明骨折固

定后内固定物承担了较大应力，有利于骨折愈合。在 3 种不

同载荷下，观察应力云图可见，克氏针固定组的应力分布与

单一钢板固定组相比较为均匀，应力集中现象较少，见图 3

及表 1。

图注：A-C 分别为轴向载荷、弯

曲载荷及扭转载荷；SP 为单一钢

板固定组，KW 为克氏针固定组

图 3 ｜各种载荷下内固定上应力

云图

Figure 3 ｜ Stress cloud on 
internal fixation under three loads

A

C

B

KW KW

KW

SP SP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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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种模型应力峰值比较    在 3 种不同载荷下，两组间应

力峰值比较，无论是骨骼上还是内固定上的应力均差别不大

(< 30%)。在轴向载荷下，内固定峰值应力为骨骼上的三四倍；

但在弯曲载荷下，内固定上应力峰值为骨骼上的 8-10 倍，

表明在弯曲载荷下，内固定物承担了主要应力；而在扭转载

荷下，内固定上的应力峰值仅为骨骼上的 2 倍，这对骨骼的

稳定性是个考验，见图 3 及表 1。
2.4   两种模型尺背侧骨折块最大位移比较   在轴向载荷下，

两组间骨折块的最大位移极小且差别不大，仅为 0.06 mm

和 0.05 mm，表明骨折块的稳定性好；在弯曲载荷下，单

一钢板固定组最大位移为克氏针固定组的 2.4 倍，分别为 

0.90 mm 和 0.38 mm；在扭转载荷下，单一钢板固定组最大位

移为克氏针固定组的 2.7 倍，分别为 3.53 mm 和 1.30 mm。 

表明在轴向载荷下，尺背侧骨折块较为稳定；而在弯曲及扭

转载荷下，骨折块稳定性欠佳，而克氏针能明显减少尺背侧

骨折块位移，增加单钢板固定的稳定性，见表 1。

3   讨论   Discussion
3.1   尺背侧骨折块的固定意义   早在 1984 年，MELONE 就确

定了桡骨远端骨折中常见的 4 种不同的骨块：桡骨干、尺

背侧骨折块、掌尺侧骨折块和桡骨茎突，并强调了在关节内

DRFs 中月状关节面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对于 AO C 型 DRFs

的治疗，掌月骨小关节骨块的内固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月

骨小关节没有得到适当的稳定，就会发生掌侧腕关节半脱位

或脱位
[26-27]

。然而，尺背侧骨折块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尺背侧骨折块的固定在维持适当的

轴向桡腕力线和防止背侧塌陷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尺

背侧骨折块占据了月骨和尺桡关节面的一部分
[28-29]

。也有作

者认为不固定的背侧碎片对临床结果无不良影响
[30]
。实际上，

尺背侧骨折块平均大小为 9.4 mm×7.9 mm×11.0 mm，占远端

尺桡关节和桡腕关节面的比例分别为 50% 和 10%[31]
，这显然

对维持腕部稳定很重要。

3.2   不同固定方法下的应力分布及稳定性   此次研究建立了

经典关节内四部分 DRFs 的有限元模型，比较 VLP 和 VLP 加

背侧克氏针两种内固定方法在轴向、弯曲和扭转载荷下的

生物力学性能。此次研究表明，在轴向、弯曲、扭转各种

载荷下，内固定上的 von Mises 都是骨骼上的 2-8 倍，说明

内固定承担绝大多数应力，能保护骨折端稳定性，利于骨折

的早期愈合。由观察应力云图可见，克氏针固定组的应力分

布与单一钢板固定组相比较为均匀，应力集中现象较少。

在 3 种不同载荷下，两组间应力峰值比较，无论是骨骼上

还是内固定上的应力均差别不大 (< 30%)。在轴向载荷下内

固定峰值应力为骨骼上三四倍；但在弯曲载荷下，内固定上

应力峰值为骨骼上 8-10 倍，表明在扭转载荷下，内固定物

承担了主要应力，这对内固定的强度带来挑战。在最关注尺

背侧骨折块方面，作者发现，在轴向载荷下，两组间骨折

块的最大位移极小且差别不大，仅为 0.06 mm 和 0.05 mm， 

表明骨折块的稳定性好。在弯曲载荷下，单一钢板固定

组最大位移为克氏针固定组的 2.4 倍，分别为 0.90 mm 和 

0.38 mm；在扭转载荷下，单一钢板固定组最大位移为克氏针

固定组的 2.7 倍，分别为 3.53 mm 和 1.30 mm，表明在以轴向

载荷下尺背侧骨折块较为稳定，而在弯曲及扭转载荷下骨折

块稳定性欠佳，而克氏针能明显减少骨折块位移，增加单钢

板固定的稳定性。同时也提示，骨折术后的早期功能锻炼宜

以轴向肌肉收缩锻炼为主，尽量减少腕部屈伸及旋转锻炼。

3.3   临床意义   此次实验初步证实，两种固定方式在临床中

均能较好地承担各种载荷下的应力，能有效固定骨折，附加

背侧克氏针能使应力分布更加均衡，能避免内固定松动和折

断，克氏针能显著减少尺背侧骨折块的微动，良好的稳定内

环境能促进骨折愈合。由于尺背侧骨块常延伸至桡月关节背

面和桡尺远端关节，功能恢复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医生越来

越重视背骨碎片在 DRFs 中的作用。MIYASHIMA 等
[31]

认为尺

背侧骨折块置入螺钉后的稳定与移位显著相关。所以他建议

至少在掌侧钢板上钉一颗螺钉以固定背掌骨碎片。由于尺背

侧骨折块形状大小不同，掌侧板设计不同，难以保证碎片牢

固固定。因此，VLP + 背侧克氏针固定方法也在临床上经常

使用
[32-34]

，甚至有报道单独克氏针固定背侧骨块其效果不差

于 VLP，且费用更低廉
[35-36]

。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其固定不稳

定，容易退出和皮肤感染
[37-39]

。而附加背侧钢板，确实能使

固定效果更牢靠，便于早期运动，但容易导致增加创伤、激

惹肌腱，增加费用等
[40]
。此次研究表明，附加背侧克氏针并

不能明显减少内固定及钢板上的应力，但使内固定上的应力

分布更加均衡，能有效降低内固定疲劳折断的风险。而关键

是背侧克氏针较单一 VLP 能显著减少尺背侧骨折块的微动达

50% 以上，这对于骨折块的愈合是极为有利的。在临床上附

加 2.0-3.0 cm 的背侧切口，能直视下解剖复位背侧关节面，

掌侧钢板固定后采用背侧克氏针交叉固定尺背侧骨折块对增

加提高其稳定性极为重要，同时可以检查掌侧螺钉有无过长，

防止激惹肌腱的并发症出现。所以作者认为，在当前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控费增效的大前提下，增加克氏针固定能提高骨

折的稳定性，对于治疗波及尺背侧骨折块的桡骨远端骨折是

个简单经济的好办法。

3.4   此次研究的不足之处   有限元分析是运动系统生物力学

实验研究方法中较简单、经济、理想化的方法，与临床情况

存在一定差异。现实中桡骨远端骨折移位个性化差异极大，

术中很难达到解剖复位，内固定的放置也难以统一，内固定

表 1 ｜各种载荷下内固定及骨骼上的最大应力和尺背侧骨折块最大位移
Table 1 ｜ Maximum stress on internal fixation, bone and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dorsal ulnar fragment under three loads

项目 单一钢板固定组 克氏针固定组

骨骼应力
(N)

内固定应

力 (N)
骨块位移
(mm)

骨骼应力
(N)

内固定应

力 (N)
骨块位移
(mm)

轴向载荷 9.29 42.57 0.06 8.88 30.75 0.05
弯曲载荷 25.67 183.70 0.90 22.50 245.90 0.38
扭转载荷 75.74 145.60 3.53 75.51 148.6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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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内的生物学环境及应力的传递极为复杂。此次实验模型

采用健康人体建模材料理想化为均质、各向同性；同时还忽

略了人体各种运动状态下骨质量及骨强度、周围软组织的应

力，故实验结果仍需大量的生物力学实验和临床试验来验证。

不同骨质量、不同股骨几何构造和各种运动状态下内固定及

骨折端生物力学性能的改变是下一步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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