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踝外侧副韧带损伤对踝关节稳定性及软骨接触应变影响的有限元分析

史  旭 1，左  华 2，王毓幸 1，姚  翔 1，袁即山 1

文题释义：

踝关节：称为距小腿关节，是人体下肢运动系统中重要组成，也是在人体负重和运动时传递下肢载荷的枢纽关节，由胫骨、腓骨的下端与

距骨滑车构成，其稳定性是由踝穴、距骨穹隆和踝关节韧带这些结构提供。

踝外侧副韧带：由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和距腓后韧带组成。距腓前韧带从腓骨远端前下缘延伸至距骨颈，是关节囊的关节内增强物；跟

腓韧带从腓骨延伸至跟骨外侧结节，在踝关节中立位时向后倾斜，而在背伸时，它与腓骨成一直线，起到真正的侧副韧带的作用；距腓后

韧带从腓骨后方的指窝延伸至距骨外侧结节，在踝关节背伸时绷紧，跖屈时松弛。

摘要

背景：在踝关节扭伤和踝关节韧带损伤中近85%涉及外侧副韧带，损伤的机制为足跖屈时踝关节内翻。 急性踝关节外侧扭伤的患者中有

20%-40%会出现持续疼痛和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导致距骨平移和旋转过大，加速软骨磨损，导致关节退化。

目的：通过有限元建模探究不同类型的踝外侧副韧带损伤模型对踝关节稳定性以及距骨穹窿软骨接触应变的影响。

方法：将1名27岁志愿者足踝CT扫描数据DICOM文件导入有限元软件中，进行三维重建及曲面拟合，再进行网格划分，建立含有骨骼、关

节软骨和韧带的完整踝关节有限元模型，对比正常、距腓前韧带损伤、跟腓韧带损伤和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 4种不同工况下的踝关

节稳定性和距骨软骨接触应变的改变。

结果与结论：①在前抽屉试验中，距腓前韧带损伤和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距骨前移距离明显大于正常和跟腓韧带损伤(P < 0.05)，而

距腓前韧带损伤和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之间、正常和跟腓韧带损伤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②在距骨倾斜试验中，跟腓韧

带损伤和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距骨倾斜角度明显大于正常和距腓前韧带损伤，而跟腓韧带损伤和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之间、正

常和距腓前韧带损伤之间无明显差异；③在单足站立试验中，与正常模型相比，上述3种损伤模型改变了距骨穹窿软骨接触应变分布，峰

值由距骨穹窿前外侧转移至前内侧，导致了距骨穹窿软骨前内侧压力增高，并且峰值大小比较：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距腓前韧带损

伤>跟腓韧带损伤>正常，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损伤的峰值明显大于距腓前韧带损伤和跟腓韧带损伤；④研究结果验证了踝外侧副韧带损

伤时踝关节稳定性的丢失和前内侧软骨接触应变峰值增加，揭示了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和踝关节骨关节炎之间的联系，确认了修复或者重

建距腓前韧带和跟腓韧带的必要性，为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的手术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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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三维有限元分析踝外侧副韧带损伤对踝关节稳定性的影响

CT 扫描踝关节生成 DICOM
文件

导入 Anasys 赋予材料属性，

并约束、加载，然后进行分析

导入 Geomagics 进行优化平滑处

理，以得到准确的有限元模型

分析结果：

△验证了踝外侧副韧带损伤时踝关节稳定性的丢失和前内侧软骨接触应变峰值增加；

△揭示了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和踝关节骨关节炎之间的联系；

△确认了修复或者重建距腓前韧带和跟腓韧带的必要性。

导入 Mimics，输出生成 ST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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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踝关节扭伤是最常见的运动相关损伤，也是医院急诊科

日常接诊的常见病之一
[1]
。据研究统计，踝关节外侧扭伤占

所有踝关节扭伤的 85%，大约全球每天 1 000 人中至少有 1

例发生
[2]
。从损伤机制和生物力学上看，当足跖屈内翻时外

侧副韧带需抵抗过度内翻和外旋应力，最常见损伤类型的是

孤立距腓前韧带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ATFL) 损伤，

第二则是 ATFL 联合跟腓韧带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CFL)

损伤
[3]
。ATFL 连接腓骨远端与距骨，限制距骨前移位和踝关

节跖屈；CFL 跨越踝关节和距下关节，限制踝关节的内翻和

跖屈
[4-5]

。当其发生损伤后，势必会对踝关节的稳定性造成

影响，其中 20%-40% 的患者会出现持续疼痛和慢性踝关节

外侧不稳
[6]
。

踝关节扭伤时距骨外侧穹窿与腓骨表面发生直接撞击，

以及距骨内侧穹窿挤压胫骨下关节面，导致距骨表面的软骨损

害
[7]
。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会导致距骨平移和旋转过大，这在

软骨上产生了相应的剪切力加速软骨磨损，受损软骨出现软

骨软化，导致关节退化
[8]
。既往有研究者报道了在踝关节外侧

副韧带断裂的手术患者中存在 5%-9% 的距骨外侧穹窿软骨病 

变
[9]
。DAHMEN 等

[10]
研究发现 71% 的距骨骨软骨损伤患者有

踝关节创伤史。VAN DIEPEN 等
[11]

报道了 78% 的距骨骨软骨损

伤患者有创伤史，其中 73% 的损伤位于距骨穹窿的内侧区。

踝关节不稳甚至被认为是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前兆，

其外侧副韧带损伤后胫距关节稳定性丢失和软骨接触应力改

变是发生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关键
[12]
。有一项研究使用三维

MRI 模型和双平面透视技术对 7 例单侧踝关节外侧不稳患者

的体内软骨接触应变进行了评估，发现距骨峰值较健侧增大

并向内侧偏移
[13]
，但是不同的踝外侧韧带损伤类型是否会对

踝关节稳定性以及软骨接触应变产生不同的生物力学效应，

尚缺乏研究。

因此，该研究通过构建踝关节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对比

未受伤、单纯 ATFL 损伤、单纯 CFL 损伤以及 ATFL 联合 CFL

损伤 4 种工况下胫距关节稳定性和距骨穹窿软骨峰值应变及

峰值位置的变化，为医学实验提供了基础性数据和后期生物

力学分析做准备，同时也为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的治疗和优

化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踝关节有限元模型建立与力学分析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 1 名健康男性志愿者，年龄 27 岁，身高 170 cm， 

体质量 60 kg，既往无踝关节创伤手术史和畸形、类风湿

性关节炎、痛风等病史，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已通过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 (SWYX-

LL20210401-17)。
1.4   材料   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64 排螺旋 CT 扫描机

对志愿者右踝关节进行扫描，共获得轴位断层图像 251 层，

扫描层厚 0.6 mm，扫描电压 120 kV，电流实时变化，扫描

矩阵 512×512，扫描数据以 DICOM 格式直接存储。

试验设备：计算机硬件：Intel(R) Core(TM) i5-8250U CPU @ 

1.60 GHz 四核，8 GB 内存，NVIDIA GeForce GTX 1050 显卡，

4 GB 显存，Windows10 64 位操作系统；医学图像处理软件：

Mimics 17.0(Materialise 公司，比利时 )；Geomagic Studio 2013 

逆向工程软件 (Geomagic 公司，美国 )；Ansys Workbench 19.0

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公司，美国 )。

Abstract
BACKGROUND: Of ankle sprains and ankle ligament injuries, nearly 85% involved the lateral collateral ligaments, and the mechanism of injury was ankle varus 
during plantar flexion. Between 20% and 40% of patients with acute lateral ankle sprains develop persistent pain and 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resulting 
in excessive translation and rotation of the talus, accelerated cartilage wear and joint degeneratio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teral ankle collateral ligament injury models on ankle joint stability and contact strain of talus dome 
cartilage through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S: The DICOM file of CT scan data of the ankle joint of a 27-year-old volunteer was imported into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for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urface fitting, and then mesh division was carried out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ankle joint containing bones, 
articular cartilage and ligaments. The changes of the ankle joint stability and talus cartilage contact strain were compared under four different conditions: 
normal,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In the anterior drawer test, the anterior talar translation of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normal and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P < 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between normal 
and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P > 0.05). (2) In the talus tilt test, the talus tilt angle of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normal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between normal and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3) In the unipedal standing test,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model, the above three injury models changed the contact strain distribution 
of talus dome cartilage and shifted the peak value from the anterolateral side to the anteromedial side of the talus dome,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anteromedial pressure of talus dome cartilage,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peak values was: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 normal, and the peak value of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and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injury. (4)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injury of 
the lateral collateral ligament of the ankle would lead to the loss of ankle stabi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peak contact strain of anterior medial cartilage,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and ankle osteoarthritis, and concluded the necessity of repairing or reconstructing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and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rgical treatment of chronic lateral ankle instability. 
Key words: ankle lateral collateral ligament; ankle joint; finite element; biomechanics; anterior talofibular ligament;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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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方法

1.5.1   有限元模型建立   将 DICOM 数据导入 Mimics 17.0 软件

中，依据不同组织的灰度值进行自动化阈值分割区分，初步

分离出骨骼组织，利用 mask 建立各个部分结构模型，利用

手工编辑图层工具擦除多余的部分或者补上缺失的部分，对

模型进行 smoothing 处理，填补孔隙和光滑表面，初步建立

包含所需的 5 块骨骼 ( 胫骨、腓骨、距骨、跟骨和舟骨 ) 的

三维模型，导出 STL 格式模型数据文件。见图 1。
建立 4 种踝关节有限元模型：①建立完整的踝外侧韧

带模型即为正常未损伤模型；②去除模拟 ATFL 的 Spring 单

元建立 ATFL 损伤模型；③去除模拟 CFL 的 Spring 单元建立

CFL 损伤模型；④去除模拟 ATFL 和 CFL 的 Spring 单元建立

ATFL+CFL 损伤模型。

4 种有限元模型的边界条件和载荷分别如下：①前抽屉

试验：固定胫腓骨上截面，跟骨头部添加 100 N 前向牵引力；

②内翻应力试验：固定胫腓骨上截面，在跟骨纵轴外侧施加

1.7 N·m内旋扭矩；③单足静止站立试验：根据以往文献 [17]，
胫骨和腓骨所承受的载荷比为 5 ∶ 1，在有限元模型中固定

跟骨底部和舟骨前方，在胫骨和腓骨上截面分别施加 500 N

和 100 N 垂直向下的载荷。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在前抽屉试验中选取距骨头部、穹窿顶

部、穹窿两侧以及距骨尾部共 5 个节点，计算因载荷添加而产

生的前后方向位移，即距骨前移距离；②在内翻应力试验中测

量载荷添加前后距骨上关节面切线的夹角，即距骨倾斜角度；

③在单足站立试验中观察距骨穹窿接触应变及峰值位置。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量数

据用 x-±s 表示，4 个模型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2 模

型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该文章的统计学方法已经袁即山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有限元模型的有效性验证结果   研究所建立的正常完整

的踝关节模型单元总数 135 839 个、节点总数 245 956 个。

以正常模型模拟踝关节中立位前抽屉试验和内翻应力试验来

测试踝关节的稳定性，结果显示该模型在前抽屉试验中发生

2.70 mm 的前移和在内翻应力试验中距骨矢状轴出现 1.02°

的内翻；模拟单足站立试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软骨峰值最大

应变为 3.612 3 MPa，峰值位置在偏前外侧。见表 3 和图 3。

图 1 ｜初步踝关节模型

Figure 1 ｜ Preliminary ankle joint model

图 2 ｜完整踝关节模型

Figure 2 ｜ Complete ankle joint model

表 1 ｜ 踝关节骨结构及关节软骨材料参数表
[12，14]

Table 1 ｜ Material parameters of ankle joint bone structure and articular 
cartilage

结构组织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胫骨 7 300 0.3
腓骨 7 300 0.3
距骨 7 300 0.3
跟骨 7 300 0.3
舟骨 7 300 0.3
关节软骨 10 0.4

表 2 ｜  踝关节韧带及肌腱弹簧刚度取值
[12，15-16]

Table 2 ｜ Values of spring stiffness of ankle ligaments and tendons

踝关节韧带 弹簧刚度 (N/mm)

距腓前韧带 141.8
跟腓韧带 80
距腓后韧带 82
下胫腓前韧带 78
下胫腓后韧带 101
胫距前韧带 122.6
胫跟韧带 80
胫距后韧带 60
胫舟韧带 80
骨间膜 400

将 STL格式文件导入Geomagic软件中，生成多边形模型，

进行重新划分网格、删除钉状物、松弛、减少噪声、快速光

顺等处理，同时构建各个关节间的软骨。最后用拟合曲面命

令生成实体模型，再将处理好的模型导出为通用 STEP 格式

模型数据文件。

1.5.2   模型有限元分析   将模型导入Ansys workbench 17.0中，

通过建立 Static Structural 分析类型模块，骨性结构和软骨选

用了各向同性线弹性材料，进行材料属性赋值，踝关节周围

韧带采用 Spring 单元模拟，具体材料属性和各个韧带刚度值

见表 1和表 2。为保留模型的细小特征和细节、提高划分效率，

骨性部分和关节软骨采用二阶四面体单元 (92 号单元 ) 进行

网格划分。骨骼与软骨之间设置为 bonded，软骨与软骨之

间设置为 frictional，摩擦系数为 0.1。见图 2。

表 3 ｜ ANDERSON 实验和此次研究中距骨软骨压力峰值的简单比较     (MPa)
Table 3 ｜ Simple comparison of the peak pressure of talus cartilage 
between Anderson experiment and this study

模型 最大接触应力

ANDERSON 等
[17]

实验

Tekscan 模型 1 3.69
FEA 模型 1 3.74
Tekscan 模型 2 2.92
FEA 模型 2 2.74

此研究中正常模型 3.612 3

表注：文献 [17] 使用 Tekscan 压力传感器和有限元分析方法测量两具尸体的踝关

节接触应力，结果确定踝关节接触有限元计算结果与实验测量的胫距接触应力的

一致程度。Tekscan 模型 1，Tekscan 模型 2 分别为第一具和第二具尸体的踝关节使

用 Tekscan 压力传感器测量建立的模型；FEA 模型 1，FEA 模型 2 分别为第一具和

第二具尸体的踝关节使用有限元分析法建立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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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抽屉载荷下不同损伤模型中距骨前移结果   4 个模型

中，ATFL 损伤模型和 ATFL+CFL 损伤模型的距骨前移距离显

著大于正常模型和 CFL 损伤模型，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但正常模型和 CFL 损伤模型的距骨前移距离之间，以

及ATFL损伤模型和ATFL+CFL损伤模型的距骨前移距离之间，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4。4 个模型的位移云图

见图 4。

ATFL 损伤模型距骨倾斜角度之间相差不大，见表 5。4 个模

型的距骨内翻位移云图见图 5。

表 6 ｜不同损伤模型距骨软骨接触应变峰值及位置
Table 6 ｜ Peak value and position of contact strain of talus cartilage in 
different injury models

模型 峰值 (MPa) 位置

正常模型 3.827 5 前外侧

ATFL 损伤模型 4.706 9 前内侧

CFL 损伤模型 4.179 5 前内侧

ATFL+CFL 损伤模型 6.029 前内侧

表注：ATFL 为距腓前韧带；CFL 为跟腓韧带

表5 ｜不同损伤模型中距骨倾斜角度结果                                                       (°)
Table 5 ｜ Results of talus tilt angle in different injury models

模型 距骨倾斜角度

正常模型 1.02
ATFL 损伤模型 1.52
CFL 损伤模型 6.83
ATFL+CFL 损伤模型 19.13

表注：ATFL 为距腓前韧带；CFL 为跟腓韧带

表4 ｜不同损伤模型中距骨前移结果                                                          (mm)
Table 4 ｜ Results of anterior displacement of talus in different injury 
models

模型 位移

距骨位移最大值 距骨位移最小值 距骨位移平均值

正常模型 3.95 0.75 2.70±0.90
ATFL 损伤模型 8.62 3.52 6.63±1.48
CFL 损伤模型 4.23 1.10 2.97±0.93
ATFL+CFL 损伤模型 12.29 5.76 9.54±1.98

F 值 27.359
P 值 < 0.001

表注：ATFL 为距腓前韧带；CFL 为跟腓韧带

图注：图 A 为 ANDERSON 等
[17]

实验的结果：胫骨下视图，两具尸体踝

关节 Tekscan 压力结果 ( 左 ) 和有限元结果 ( 右 )；B 为此次研究所建立

的有限元模型胫骨下关节面接触应力分布。A 和 B 结果相近，说明了该

模型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

图 3 ｜踝关节有限元模型的验证

Figure 3 ｜ Verif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ankle joint

A B

图注：图 A 为正常模型；B 为 ATFL 损伤模型；C 为 CFL 损伤模型；D 为

ATFL+CFL 损伤模型。ATFL 为距腓前韧带；CFL 为跟腓韧带

图 4 ｜前抽屉载荷下 4 种模型的位移云图

Figure 4 ｜ Displacement nephogram of four models under anterior drawer 
load

A

C

B

D

2.3   内翻应力载荷下不同损伤模型中胫骨倾斜角度结果    4

个模型中，CFL 损伤模型和 ATFL+CFL 损伤模型的距骨倾斜角

度均明显大于正常模型和 ATFL 损伤模型，但是正常模型和

图注：图 A 为正常模型；B 为 ATFL 损伤模型；C 为 CFL 损伤模型；D 为

ATFL+CFL 损伤模型。ATFL 为距腓前韧带；CFL 为跟腓韧带

图 5 ｜内翻应力载荷下 4 种模型的位移云图

Figure 5 ｜ Displacement nephogram of four models under varus stress load

A CB D

2.4   不同损伤模型距骨软骨接触应变峰值及位置的结果   与

正常模型相比，3 种损伤模型改变了距骨软骨的接触应变分

布，峰值由距骨穹窿的前外侧转移至前内侧，导致了距骨

穹窿前内侧压力增高，并且峰值大小比较：ATFL+CFL 损伤 > 

ATFL 损伤 > CFL 损伤 > 正常，ATFL+CFL 损伤模型的峰值明显

大于 ATFL 损伤模型和 CFL 损伤模型，见表 6。4 种模型的距

骨穹窿软骨应力云图见图 6。

图注：图 A 为正常模型；B 为 ATFL 损伤模型；C 为 CFL 损伤模型；D 为

ATFL+CFL 损伤模型。ATFL 为距腓前韧带；CFL 为跟腓韧带

图 6 ｜单足站立试验中 4 种模型的距骨穹窿软骨应力云图

Figure 6 ｜ Stress nephogram of talus dome cartilage of four models in the 
unipedal standing test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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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3.1   模型的特点及有效性验证   此次实验利用人体踝关节薄

层 CT，建立踝关节有限元模型并评估踝外侧韧带损伤会对踝

关节稳定性以及软骨接触应变产生不同的生物力学效应。足

踝关节是人体下肢运动系统中重要组成，也是在人体负重和

运动时传递下肢载荷的枢纽关节，其解剖结构繁多、生物力

学复杂。为此完全还原踝关节的所有细节与特征不切实际，

本着突出重点、简化模型的思路，骨性结构中选取了胫骨、

腓骨、距骨、跟骨和舟骨 5 块骨构成。踝关节为多铰链关节，

其跖屈背伸的活动离不开关节间的软骨，为了更加真实的模

拟，因此在该模型中相应的建立了胫距关节、距下关节以及

距舟关节之间的关节软骨。踝关节稳定依靠于关节间的吻合

和支持韧带的共同作用，外侧副韧带 (ATFL、CFL、距腓后韧

带 )、深浅三角韧带 ( 胫舟韧带、胫跟韧带、胫距前韧带和

胫距后韧带 ) 和联合韧带 ( 下胫腓前韧带和下胫腓后韧带 )

维系踝部的胫骨和腓骨远端在内翻、内旋、外翻、外旋时的

稳定，因此上述踝周韧带的构建在有限元模型中必不可少，

并且在 4 种工况中保证除了 ATFL 和 CFL 以外的结构一致性，

排除了其他韧带的影响。严格来讲，骨本质上属于非线性黏

弹性材料，然而根据以往文献以及在特定的仿真问题中，骨

性结构和软骨定义为各向同性线弹性材料，只需确定相应的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这样可以在不影响计算精度的前提下提

高计算仿真效率。踝周韧带采用了 Ansys 软件中的 Spring 单

元模拟，依据奈特人体解剖图谱在韧带相应的起止点建立连

接。此次研究将所建立的模型与志愿者原始的 CT 相比较，

形态相似，其符合正常人体解剖特征。为验证此实验模型的

有效性，将正常模型模拟踝关节中立位前抽屉试验和内翻应

力试验踝关节的稳定性，结果显示该模型在前抽屉试验中发

生 2.70 mm 的前移和在内翻应力试验中距骨矢状轴出现 1.02°

的内翻，这符合对正常踝关节在真实前抽屉试验和内翻应力

试验中稳定性的要求；模拟单足站立试验，结果显示该模型

软骨峰值最大应变为 3.612 3 MPa，峰值位置在偏前外侧，

这与ANDERSON等
[17]

的力学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相一致。

上述试验结果证实了该模型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

3.2   模型建立及其结果的意义   随着数字骨科学的提出和发

展，针对临床骨科研究对象利用有限元数值计算与计算机仿

真技术相结合建立的生物力学实验模型是目前进行骨科生物

力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的骨科生物力学研究是利用

人体标本通过材料力学试验机器或者载荷加载设备模拟人体

活动，借助相关影像设备和传感器观测力学指标的变化进行

分析。然而从可获得性和经济学角度考虑，人体标本无法大

量获得，并且缺乏可重复操作性，无法观测其内部生物力学

变化。有限元仿真分析的应用弥补了上述标本实验的缺陷与

不足。因足踝关节的解剖结构复杂、生物力学多变，日常生

活和运动中存在的足踝损伤的生物力学问题有许多不可预见

性，为了探索这些病理现象背后复杂的损伤机制，有限元仿

真分析逐渐应用于足踝部生物力学的研究
[18]
。踝关节扭伤是

运动医学中最常见的损伤之一，也被认为是距骨骨软骨损伤

的最常见原因。距骨关节面前宽后窄，跖屈较背伸时踝关节

容易发生松动，并且外侧副韧带较内侧三角韧带薄弱，足内

翻肌群比外翻肌群多且拉力大，加上外踝低于内踝，因此踝

关节在内翻跖屈位容易发生扭伤导致外侧副韧带损伤
[19]
。

为此，作者探究了 3 种外侧副韧带损伤类型对踝关节稳定

性的影响，以及对距骨穹窿内外侧的软骨接触应变产生的改

变，根据前抽屉试验结果，ATFL 损伤和 ATFL+CFL 损伤的距

骨前移距离都较正常和 CFL 损伤明显增大，但 ATFL 损伤和

ATFL+CFL 损伤之间的距骨前移距离差异不大；而在内翻应力

试验中 CFL 损伤和 ATFL+CFL 损伤的距骨倾斜角度都较正常和

ATFL 损伤明显增大，但 CFL 损伤和 ATFL+CFL 损伤之间的距

骨倾斜角度差异不大。上述的实验结果验证了 ATFL 主要限

制距骨的前移，而 CFL 主要防止距骨的内翻，这和之前的人

体研究结果一致，也说明了 3 种损伤模型的真实性。在单足

站立试验中，外侧副韧带损伤的情况下，观察到接触应变峰

值向距骨穹窿内侧前方的转移，以及接触应变峰值的增加。

而 ATFL+CFL 损伤中接触应变峰值明显高于 ATFL 损伤和 CFL

损伤，这些结果有助于解释在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患者关节

前内侧部分观察到的退化。既往尸体研究发现ATFL切断以后，

距骨内侧的接触压力增加
[20]
。CAPUTO 等

[21]
研究发现在没有

ATFL 的情况下，由于内踝弯曲的关节面，增加的内旋和前移

可能使接触点向前内侧移动。这些发现与此次研究的数据是

一致的，因为此研究观察到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中接触应变

峰值增加并向前内侧移动。BLOM 等
[22]

发现单次高负荷轴向

撞击后，对山羊胫距关节模型使用对比增强 micro-CT 观察到

全关节生物力学的变化，无任何可见的软骨损伤。急性的损

伤或者单一的撞击对于软骨而言仍有愈合的可能，然而踝外

侧副韧带损伤导致的踝关节不稳会引发反复多次的距骨和胫

骨之间的撞击，以及生物力学传导的持续改变，这或许是发

生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重要影响因素，恢复踝关节的生物力

学稳定对于保护踝关节是必要的，也是避免踝关节骨性关节

炎的关键。与此同时距骨骨软骨损伤也会反过来影响踝关节

的稳定性。LI 等 [23]
通过有限元方法发现距骨骨软骨损伤深达 

3 mm 时，踝关节稳定性发生最明显的变化，因此在修复重

建踝外侧副韧带的同时需要修复骨软骨损伤。

综上所述，在这项研究中观察到踝外侧副韧带损伤时踝

关节稳定性的丢失和前内侧软骨接触应变峰值增加，这些改

变可能会加剧初始损伤期间发生的软骨损伤，导致该患者群

体的软骨退化和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发展。因此，在踝外侧

副韧带损伤时应考虑修补或重建 ATFL 和 CFL，并同时处理相

应的距骨骨软骨损伤，以避免慢性踝关节外侧不稳带来的中

期和长期不良后果。此次研究的软骨接触应变数据可能对踝

关节外侧不稳的治疗有临床意义。了解外侧副韧带损伤后改

变的接触应变模式表明，如果应变模式可以通过解剖重建恢

复，手术干预可能有助于防止距骨骨软骨损伤的加重甚至进

展为骨性关节炎，也进一步推进了对于何种手术在预防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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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炎方面最有效的探索。

3.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此次试验利用人体踝关节薄层 CT，

建立踝关节有限元模型并评估踝外侧韧带损伤会对踝关节稳

定性以及软骨接触应变的影响。但该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

首先试验只对踝关节进行了静力学分析，没有评估动态运动，

未来的研究将评估踝关节动态运动中内部的生物力学变化情

况；此外，距骨软骨厚度并不是均匀等厚的，其厚度变化很

大，该研究确实量化了受伤踝关节和正常踝关节之间平均峰

值应变的显著差异，但是模型中建立的软骨是均匀等厚的，

仍然需要对模型进行优化，以便更加真实地模拟人体真实情

况；最后，试验仅验证了 ATFL 和 CFL 的作用，除了 ATFL 和

CFL 以外软组织结构损伤对软骨接触应变的作用是一个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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