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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平台解剖形态与半月板撕裂的相关性

周  航，冯  硕，张金成，张乐曙，陈家浩，陈向阳

文题释义：

胫骨平台解剖形态：更精确地测量和研究胫骨平台解剖形态对分析膝关节生物力学、诊断潜在疾病以及正确地制定术前规划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该文主要研究了胫骨平台后倾角(外侧平台切线与胫骨解剖轴垂线的夹角)、内侧平台凹陷深度(胫骨平台前后皮质边缘的连线与凹陷

的最低点的距离)、外侧平台高度(胫骨平台前后侧皮质最突出的边缘连线与胫骨平台凸出或凹陷之间的距离)。
半月板撕裂：膝关节内的半月形纤维软骨的破裂，膝关节磁共振上常表现为半月板内信号升高，Ⅲ级半月板撕裂可见半月板内略高信号线

累及半月板的关节缘。

摘要

背景：半月板撕裂的概率逐渐增加，但目前为止，关于半月板撕裂与胫骨平台解剖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存在争议。

目的：测量半月板损伤患者内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和内侧平台凹陷深度以及外侧平台的高度，研究其与半月板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选择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19年9月至2022年6月收治的半月板损伤并行关节镜治疗患者164例，按照损伤情况分为内侧半月板损

伤组(n=92)、外侧半月板损伤组(n=45)和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n=27)；选择78例同时期因膝关节痛就诊但无半月板损伤的患者作为对照

组。通过MRI图像测量并比较各组内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和外侧胫骨平台凸出高度。

结果与结论：①内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大于对照组(P < 0.05)，外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大于内侧半月板

损伤组、对照组(P < 0.05)，内侧半月板损伤组和对照组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显著大于外侧平台后倾角(P < 0.05)；内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内

侧胫骨平台深度小于外侧半月板损伤组、对照组(P < 0.05)，外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外侧胫骨平台凸出高度大于内侧半月板损伤组、对照组

(P < 0.05)；②结果显示，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增大可能是导致半月板损伤的一个危险因素，而较浅的内侧平台凹陷更容易导致内侧半月板损

伤，较高的外侧平台凸出则容易导致外侧半月板损伤。

关键词：半月板损伤；胫骨平台后倾角；膝关节；内侧平台凹陷深度；外侧平台凸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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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robability of meniscal tear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iscal tears and the anatomical morphology of 
the tibial plateau has been poorly studied and controversial so far.  
OBJECTIVE: To measure the posterior tibial slope,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and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in patients with meniscal tears 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association with meniscal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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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组：膝关节半月板损

伤的患者，按内或外侧损

伤分组。

对照组：膝关节 MRI 无病

理改变的研究对象。

第 1 组：内侧半月板损伤

组。

第 2 组：外侧半月板损伤

组。

第 3 组：内外侧半月板损

伤组。

第 4 组：无半月板损伤组。

(1) 内侧和外侧胫

骨平台后倾角度；

(2) 内侧胫骨平台

凹陷深度；

(3) 外侧胫骨平台

高度。

探讨胫骨平台后

倾角、内侧平台

凹陷深度和外侧

平台高度与半月

板损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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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半月板作为膝关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

损伤的概率逐年升高，因此更好地了解半月板损伤的危险因

素、如何有效预防以及筛查半月板损伤成为了人们的主要关

注点。胫骨平台的几何形状直接影响胫股关节的生物力学，

迄今为止，许多关于胫骨几何形态或生物力学与前交叉韧带

或半月板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有报道
[1-4]

。

胫骨平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具有一定的后倾斜度，国

内外研究已经证实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增大与前交叉韧带损伤

的相关性，较大的胫骨平台后倾角会导致胫骨的前向剪切力

增大，使得胫骨相对于股骨显著前移，导致前交叉韧带的损 

伤
[5]
。减震和荷载传递被普遍认为是半月板最重要的 2 个功能。

如果胫骨平台后倾角增加，施加在半月板上的剪切力也相应提

高，半月板撕裂的风险也会增加
[6-8]

。虽然已经有关于前交叉

韧带缺乏患者的胫骨平台后倾角与继发性半月板撕裂之间关系

的研究
[9]
，但半月板撕裂不仅仅与创伤有关，在没有韧带损伤

的情况下，胫骨平台后倾角和半月板撕裂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关

注。此外，胫骨内侧平台存在一定的凹陷深度，而外侧平台形

态多样，在 MRI 冠状位片上多表现为相对的平坦或一定弧度

的凸出或凹陷。HASHEMI 等 [10]
认为较浅的内侧平台凹陷深度

或较高的外侧平台高度可能使胫骨相对于股骨的移位抵抗力降

低，这种类型的胫骨平台会提高前交叉韧带损伤的风险。移位

抵抗力的降低同样会影响半月板，OKAZAKI 等 [11]
指出较浅的

内侧平台凹陷深度为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的危险因素。然而，

也有研究者指出，内侧平台深度与内侧半月板损伤没有明显关

联
[12]
。除此之外，目前外侧平台高度与外侧半月板损伤之间

的关系尚不明确。该文通过回顾性研究，探讨胫骨平台后倾角

度和平台矢状面骨形态与半月板损伤的关系，该项研究假设：

半月板损伤患者有更大的胫骨平台后倾角；内侧平台凹陷深度

越浅的患者越容易出现内侧半月板损伤，外侧平台高度更高的

患者越容易发生外侧半月板损伤。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应

用组内相关性系数评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9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在徐州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9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于徐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行 MRI 检查及关节镜手术确诊半月板损伤的患者

共 164 例，其中男 88 例、女 76 例，按照损伤情况分为内

侧半月板损伤组 (n=92)、外侧半月板损伤组 (n=45) 和内外侧

半月板同时损伤组 (n=27)。对照组为 78 例同时期因膝关节

痛至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但 MRI 无病理改变

的患者
[13]
，其中男 38 例、女 40 例。所有研究对象对试验

知情同意。研究获得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XYFY2021-KL137-01)。

半月板损伤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 18-75 岁；②因非接

触因素导致膝关节半月板损伤，通过病史、体格检查、MRI

检查及关节镜手术探查明确诊断。

半月板损伤患者排除标准：①有膝关节创伤史，合并膝

关节骨折或前交叉韧带断裂等膝关节韧带损伤；②严重膝关

节内翻 (> 15°)、外翻 (> 10°)或屈曲畸形 (> 25°)；③膝关节疾病，

如中重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Kellgren-Lawtence 分级Ⅱ - Ⅳ

级 )、膝关节肿瘤、膝关节结核、化脓性关节炎、痛风性关

节炎或类风湿关节炎等膝关节疾病；④既往膝关节手术患者；

⑤频繁的职业性跪或蹲姿的患者。

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龄 18-75 岁；②因膝关节痛至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MRI检查膝关节无病理改变者。

对照组排除标准：①既往膝关节手术史；②合并膝关节

解剖畸形；③既往膝关节疾病史，如膝关节肿瘤、膝关节结核、

化脓性关节炎等。

1.4   方法   

1.4.1   影像学与关节镜检查   所有患者采用同一 MRI 扫描仪

( 荷兰飞利浦公司 Ingenia 3.0 T)。患者呈仰卧位，膝关节在非

负重状态下自然伸直，行膝关节轴位、冠状位、矢状位扫描。

所有的测量与评估由 2 位同年资医师完成，2 位医师测量前

未获得任何关于患者的病情以及个人信息。

根据患者术前的 MRI 扫描诊断膝关节半月板撕裂。诊

断标准为半月板信号Ⅲ级改变。半月板内信号升高，高信号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19 to June 2022, 164 patients with meniscal tears and undergoing arthroscopic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from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medial meniscal tears group (n=92), lateral meniscal tears group (n=45) and medial and lateral 
meniscal tears group (n=27). Totally 78 patients with knee pain without meniscal tear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medial 
tibial slope, the lateral tibial slope, the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and the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in each group were carefully measur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medial tibial slope in the medial meniscal tear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teep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lateral tibial slope in the lateral meniscal tears group was steeper than that in the medial meniscal tear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medial tibial slope of the medial meniscal tears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ir lateral tibial slope (P < 0.05). The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in the medial meniscal tear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allower than that in the lateral meniscal tear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in the lateral meniscal tear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edial meniscal tears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2)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eep posterior tibial slope is a risk factor for meniscal tears. A shallow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and a high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have the potential to cause meniscal tears. 
Key words: meniscal tears; posterior tibial slope; knee;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Funding: Youth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of Xuzhou Health Commission, No. XWKYHT20210577 (to FS); Jiangsu Aging Health Research 
Project, No. LX2021010 (to CXY)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ZHOU H, FENG S, ZHANG JC, ZHANG LS, CHEN JH, CHEN XY.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tomical morphology of the tibial plateau and 
meniscal tears.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31):4977-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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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由半月板囊边缘延伸至下关节缘。术中经关节镜检查证实

膝关节半月板撕裂。术中根据半月板撕裂情况可一期行半月

板修复或部分切除手术。同时检查是否伴发膝关节韧带损伤

及严重膝关节内外翻畸形，对不符合标准的病例予以排除。

1.4.2   相关指标测量方法   测量指标包括内 / 外侧胫骨平台后

倾角、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及外侧胫骨平台高度。

内 / 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磁共振矢状位片上，内 / 外

侧平台前后皮质边缘连线与胫骨解剖轴垂线的夹角。

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测量内侧平台后倾角的磁共振

矢状位片上，连接胫骨平台前后皮质边缘，画一条与凹陷的

最低点相切的平行线，2 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内侧平台凹

陷深度。

外侧胫骨平台高度：测量外侧平台后倾角的磁共振矢状

位片上，连接前侧和后侧皮质最突出的边缘，画一条平行线

与胫骨平台相切，2 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为外侧平台高度，

凸出为正值，凹陷为负值。

测量胫骨平台后倾角采用 HUDEK 等
[14]

的测量方法，测

量以 3 个步骤进行：①选择中央矢状图像 ( 图 1a)，此图中

必须包括后交叉韧带附着处、髁间棘且前后侧胫骨皮质都呈

凸状；②在胫骨头部画 2 个圆，第 1 个圆需与胫骨近端，胫

骨的前、后皮质相交，第 2 个圆则需胫骨前、后侧皮质边缘

相连。第 2 个圆的圆心在第一个圆的圆周上，连接 2 个圆心

的直线即为胫骨解剖轴；③确定 MRI 矢状位图上外侧胫骨平

台后倾角 ( 图 1b)，在此图上，画出外侧胫骨平台的切线，

连接最前端以及后端的皮质边缘，所得外侧平台切线与胫骨

解剖轴垂直线的夹角为 α，即为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内侧

胫骨平台后倾角同理 ( 图 1c)，为内侧胫骨平台前后端皮质边

缘的连线与胫骨解剖轴垂直线的夹角，即 β。

量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同一矢状位片上连接前侧和后侧皮

质最突出的边缘作为基准线，再画一条平行线与胫骨平台相

切，2 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则为外侧胫骨平台高度
[15]
。以凸

出为正值 ( 图 2b)，凹陷为负值 ( 图 2c)。所有的图像的获得

和测量都由 PACS 系统完成。

表 1 ｜各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
Table 1 ｜ Comparison of the baseline information between groups

项目 内侧半月

板损伤组
(n=92)

外侧半月

板损伤组
(n=45)

内外侧半月

板同时损伤

组 (n=27)

对照组
(n=78)

统计值 P 值

年龄
(x-±s，岁 )

44.75±15.64 48.40±16.13 47.00±14.61 44.11±14.98 F=0.902 0.441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3.64±2.54 22.77±2.90 23.73±2.49 23.16±3.13 F=1.259 0.289

侧别
( 左 / 右，n)

41/51 21/24 12/15 40/38 χ 2=0.865 0.834

男 / 女 (n) 50/42 22/23 14/13 33/45 χ 2=2.536 0.469

a b c

图注：a 为膝关节 T1 矢状位中心位 MRI，此图中必须有后交叉韧带的止

点、髁间棘，以及前后侧皮质都呈凸形。在膝关节 MRI 矢状位 T1 片上，

分别找到外侧 (b) 和内侧 (c) 的中心位片，连接最前端以及后端的皮质边

缘，所得直线与胫骨解剖轴线的垂线的夹角就是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 (α)
和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 (β)
图 1 ｜膝关节 MRI 片上胫骨平台后倾角的测量

Figure 1 ｜ Measurement of posterior tibial slope of tibial plateau on MRI 
films of knee joint

a b c

图注：图 a 为测量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 (MTPD)，即实线到凹面最低

点 ( 虚线 ) 的垂直距离。图 b、c 为测量外侧胫骨平台高度 (LTPH)。图中 A、
B、C、D 描绘的红线为矢状面上胫骨近端的轮廓线，4 个点为轮廓中皮

质最突出的 4 个点。其中 B 点和 C 点为胫骨平台前后皮质突出的边缘，

BC 段代表胫骨平台面。连接 BC 点作为基准线，外侧胫骨平台高度即为

基准线 ( 实线 ) 到凸面最高点 ( 虚线 ) 的垂直距离。图 c 为凹陷的外侧胫

骨平台，同理测量外侧胫骨平台高度，数值取负值

图 2｜膝关节 MRI 片上内侧平台凹陷深度和外侧胫骨平台凸出高度的测量

Figure 2 ｜ Measurement of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and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on MRI films of knee joint

测量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时，在测量内侧胫骨平台后

倾角的同一矢状位片上画一条直线连接胫骨平台前后皮质边

缘，然后画一条与这条线平行的线，与凹陷的最低点相切，

代表软骨下骨的最低边界。测量 2 条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并

用其表示内侧胫骨平台深度
[11，15]( 图 2a)。由于磁共振侧位

影像上外侧胫骨平台多数为平坦的平台，少部分呈现为一定

弧度的凸出或凹陷平台，故测量外侧胫骨平台高度时，在测

1.5   主要观察指标   各组患者内 / 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内

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及外侧胫骨平台高度。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0(SPSS Inc，Chicago，IL) 统

计学分析。对 2 位医师的测量结果采用组内相关系数进行一

致性检验，组内相关系数 > 0.75 判定为一致性高。内、外侧

胫骨平台后倾角、内侧平台凹陷深度和外侧平台凸出高度，

以及各组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经 Shapiro-Wilk 检验符合正

态分布，用 x-±s 表示。对各组的内侧和外侧后倾角之间的差

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各组组间的

胫骨平台后倾角、内侧平台深度、外侧平台高度、年龄和体

质量指数进行统计分析。对各组性别及侧别进行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 α 值取双侧 0.05，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该文统计学方法已经通过徐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242 例受试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各组基线资料比较   4 组之间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

和侧别方面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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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患者半月板损伤情况    根据患者术前 MR 扫描及关节镜

检查，所有损伤的内侧半月板共计 119 个，其中有 90 个为

后角撕裂，3 个为体部撕裂，26 个为后角合并体部撕裂。损

伤的外侧半月板共计 72 个，其中共 31 个为前角撕裂，14 个

为前角合并后角撕裂，12 个为后角撕裂，4 个为体部撕裂，

体部合并后角撕裂为 9 个；此外，还有 2 个为体部合并前后

角撕裂。

2.4   试验分组流程图   见图 3。

各组之间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对比，内侧半月板损伤

组的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明显小于外侧半月板损伤组、对

照组 (P=0.002，P < 0.001)。各组之间外侧胫骨平台高度对比，

外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外侧胫骨平台高度明显大于内侧半月板

损伤组、对照组 (P=0.001，P=0.001)。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

伤组的内侧胫骨平台深度和外侧胫骨平台高度与其他各组比

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3，图 5。

图 3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3 ｜ Flow chart of patient assignment

半月板损伤患者 164 例 无半月板损伤患者 78 例

对照组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内侧半月板

损伤组 (n=92)
外侧半月板

损伤组 (n=45)
内外侧半月板同

时损伤组 (n=27)

2.5   各组患者胫骨平台形态比较   2 位医师测量结果的一致

性检验为：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的组内相关系数为 0.912，

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的组内相关系数为 0.865，内侧胫骨平

台凹陷深度的组内相关系数为 0.909，外侧胫骨平台凸出高

度的组内相关系数为 0.824，2 位医师的测量结果一致性高，

结果可靠。

胫骨平台后倾角组内比较：内侧半月板损伤组与对照组

的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平均值显著小于内侧平台后倾角 (P < 

0.001，P=0.045)，外侧半月板损伤组的胫骨平台后倾角与内

侧胫骨平台后倾角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内外侧

半月板同时损伤组的胫骨平台后倾角外侧与内侧胫骨平台后

倾角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图 4。

表 2 ｜各组患者内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的比较                                    (x-±s，°)
Table 2 ｜ Comparison of the medial and lateral slopes of the tibial plateau 
in each group

项目 内侧半月板损

伤组 (n=92)
外侧半月板

损伤组 (n=45)
内外侧半月板同

时损伤组 (n=27)
对照组
(n=78)

F 值 P 值

外侧胫骨平

台后倾角

4.64±1.74b 5.31±1.95a 4.75±1.49 4.14±1.82 4.155 0.007

内侧胫骨平

台后倾角

5.65±1.97a 5.38±1.79 5.04±1.45 4.75±1.91 3.469 0.017

t 值 -3.691 -0.197 -0.714 -2.020
P 值 < 0.001 0.844 0.478 0.045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外侧半月板损伤组比较，

bP < 0.05

图 4 ｜各组患者胫骨平台后倾角检测情况

Figure 4 ｜ Posterior tibial slope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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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平台后倾角组间比较：外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外侧平

台后倾角明显大于内侧半月板损伤组、对照组 (P=0.037，P < 

0.001)，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的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与

其他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内侧半月板损伤组

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大于对照组 (P=0.002)，外侧半月板损

伤组、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与其

他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图 4。

表 3 ｜各组患者内侧胫骨平台深度和外侧胫骨平台高度的比较 
 (x-±s，mm)

Table 3 ｜ Comparison of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and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between groups

项目 内侧半月

板损伤组
(n=92)

外侧半月

板损伤组
(n=45)

内外侧半月

板同时损伤

组 (n=27)

对照组
(n=78)

F 值 P 值

内侧胫骨平

台凹陷深度

2.63±0.77ab 3.03±0.61 2.85±0.55 3.13±0.77 7.529 < 0.001

外侧胫骨平

台高度

0.97±1.45ab 1.77±1.02a 1.35±1.10 0.93±1.33 4.939 0.002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外侧半月板损伤组比较，

bP < 0.05

3   讨论   Discussion
半月板作为维持膝关节正常功能的重要结构，承担着膝

关节的载荷传递、减震、本体感觉、稳定和润滑的重要功能。

半月板损伤后膝关节会出现应力集中、应力峰值增高以及减

震能力的下降等，这些因素导致了膝关节的负重模式以及膝

关节应力分布的改变，晚期会出现关节软骨退变及损伤，甚

至最终形成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膝关节的胫骨平台后倾角度

会影响关节的力学
[16-18]

。更大的胫骨平台后倾角度会增加膝

关节的前后松弛、旋转松弛和内翻松弛程度
[19]
。此外，更深

的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将在更大程度上约束股骨髁部，并

可能减少胫骨相对于股骨的移位
[11]
。

此次研究采用的 HUDEK 等
[14]

的测量方法，其选取的纵

轴位置不受形态测量学变量的影响，且确定纵轴只需要胫骨

近端部分，日常临床的 MRI 影像学资料即可满足要求。在使

用传统的侧位 X 射线片时，需要拍摄较长的胫骨从而确定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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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纵轴，且由于存在叠印现象，外侧胫骨平台难以辨认，通

过侧位 X 射线片独立测量内、外侧胫骨平台参数会产生很大

误差
[20-21]

。而利用 MRI 测量可以更好地区分和测量内外侧胫

骨平台后倾角、内侧胫骨平台深度和外侧胫骨平台高度等解

剖形态。更精确地测量对分析膝关节生物力学、诊断潜在疾

病以及正确的制定术前规划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软骨

的上界在低磁感应强度的 MRI 上不如软骨下骨边界清晰，使

用软骨上界进行测量容易产生误差。此外，考虑到患者拍摄

MRI 时膝关节处于无负重状态，而日常生活和半月板发生损

伤时膝关节多处于负重位，以及关节软骨的弹性和变形能力，

故使用软骨下骨边界测量半月板损伤的胫骨平台解剖形态比

较贴合实际情况。

此次研究中 4 组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平均值为

5.21°，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平均值为 4.71°。WAIWAIOLE

等
[22]

测得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为 (7±4)°，胫骨平台后倾角

为 (6±4)°。而 HOHMANN 等
[23]

测出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为

(4.90±3.41)°，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 (3.42±2.81)°。造成这些

差异的可能原因有几个：其中一个原因是选用的测量参考轴

的差异；另一个原因是年龄的影响，既往研究认为成年后随

着年龄的增长和膝关节的退行性变，胫骨平台倾斜度会逐渐

增大
[24]
。年龄对膝关节退行性改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软骨部 

分
[11]
，此次研究测量使用了软骨下骨边界，同时控制了纳入

的年龄标准，尽量减小了年龄造成的影响。此外，也通过方

差分析排除了年龄的差异。其他诸如是否使用 MRI 测量、不

同人种之间可能存在种族差异等因素也会影响胫骨平台后倾

角的测量结果。但这两项研究都得出结论：胫骨平台的后倾

度增加可能是导致前交叉韧带损伤的因素。较大的胫骨平台

后倾角会导致胫骨的前向剪切力增大，可能通过对膝关节的

应力传导导致较大的胫骨前平移，从而导致前交叉韧带的拉

伸和断裂
[25]
，而前交叉韧带损伤后膝关节胫骨前移进一步增

加，内侧半月板撕裂处应力集中较大，可能阻碍半月板撕裂

的自发愈合。目前也已证实，前交叉韧带损伤和等待超过 12

个月还未进行重建手术是内侧半月板撕裂的危险因素
[26-27]

。因

此，此次研究排除了韧带损伤的病例，避免前交叉韧带损伤

继发内侧半月板撕裂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体质量指数、性

别以及频繁职业性跪或蹲姿也是半月板损伤的危险因素
[28]
， 

此次研究尽量排除了这类工作的患者，各组之间的体质量指

数和性别也无明显差异。

内侧半月板撕裂比外侧半月板撕裂更常见
[29-30]

。在此次

研究中，56% 的半月板撕裂为内侧半月板撕裂，27% 为外侧半

月板撕裂，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群胫骨内侧平台后倾角

度更大。此次研究中测得内侧半月板损伤组和对照组的内侧

胫骨平台后倾角平均值显著大于其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 (P <  

0.05)，但外侧半月板损伤组和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组内

的内、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胫骨平

台外侧和内侧后倾角的差异会影响胫骨和股骨干的旋转，当

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较大时，可能会导致股骨远端沿胫骨外

侧平台的滑动度增加，最终导致股骨外旋和胫骨内旋的增大。

由于外侧半月板对旋转负荷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这种机制

可能对外侧半月板施加过大的应力
[31-33]

。在此次研究中，外

侧半月板撕裂位置多发生在前角，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撕裂发

生在体部和后角等位置。作者发现，外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外

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大于内侧半月板损伤组、对照组 (P < 0.05)，

且组中患者的外侧和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度几乎相等，二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样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的内、外

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之间也无差异。而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

的内侧后倾角比外侧更大
[23-34]

。换句话说，当胫骨外侧平台

后倾角接近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时，外侧半月板撕裂的风险

将会增加。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增大，尤其是外侧胫骨平台后

倾角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外侧半月板损伤的一个因素。

现在的研究已证明，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增大会导致胫骨

相对于股骨的显著前移，胫骨的前移可使内侧半月板后角嵌

入股骨和胫骨之间使其更容易损伤
[35]
。此次研究中几乎所有

的内侧半月板撕裂位置都集中在后角和体部。CHOI 等 [36]
的

研究也证实了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增大与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

的相关性 (P < 0.05)。此次研究结果发现，内侧半月板损伤组

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明显大于对照组 (P < 0.05)，但与外侧

半月板损伤组和第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的内侧胫骨平台

图 5 ｜各组患者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与外侧胫骨平台高度检测结果

Figure 5 ｜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and lateral tibial plateau height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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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倾角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侧半月板损伤患者本身内

侧后倾角度较大，接近其外侧胫骨平台后倾角度，而双侧半

月板损伤患者同时合并内侧半月板损伤。内侧半月板损伤组

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显著大于对照组的正常内侧胫骨平台

后倾角，这表明内侧胫骨平台后倾的增加更容易导致内侧半

月板的损伤。

此外，此次研究发现内侧半月板损伤组的内侧胫骨平台

凹陷深度小于外侧半月板损伤组和对照组 (P < 0.05)。更深的

内侧胫骨平台凹陷将更大程度地限制股骨髁，在膝关节旋转、

屈曲时使得胫骨相对于股骨位移的阻力增加
[15]
。而较浅的内

侧胫骨平台凹陷降低了这种限制能力，从而增加了内侧半月

板承受的压力，更容易导致内侧半月板损伤。OKAZAKI 等 [11]

认为较大的内侧胫骨平台后倾角与较浅的内侧胫骨平台凹陷

深度为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的危险因素；然而，KHAN 等
[12]

的研究表明，胫骨内侧平台的深度与半月板撕裂之间没有显

著关联，二者出现差异可能是因为前者使用了骨性关节面平

面，后者测量时将软骨包含在内，但软骨关节面不易在 MRI

上显现出来，且软骨层面易受到年龄等因素的影响。而既往

文献已经证明较浅的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与前交叉韧带之

间存在关联
[10]
。在外侧平台高度的对比中，外侧半月板损伤

组的外侧胫骨平台高度明显大于内侧半月板损伤组和对照组

(P < 0.05)。外侧胫骨平台凸出高度过高可能会出现外侧胫骨

平台与股骨髁之间接触的稳定性降低，使得胫骨与股骨之间

发生更大的相对性位移。因此，较大的外侧胫骨平台高度可

能是外侧半月板撕裂的危险因素。

更好地了解半月板损伤的危险因素有助于提高临床上半

月板损伤诊断的敏感性。首先，详细准确的半月板损伤术前

诊断较为困难，即使在术前 MRI 上也会遗漏其中一些损伤，

需要在术中关节镜下才能全面地确认。此次研究结果提示，

较大的胫骨平台后倾角是半月板撕裂的危险因素，较浅的内

侧胫骨平台凹陷深度易导致内侧半月板损伤，而较高的外侧

胫骨平台高度更易导致外侧半月板损伤。因膝关节痛就诊的

患者，可能因不具备明显体征、患者自身意愿等原因未拍摄

MRI 而选择膝关节 X 射线片或三维 CT，在这些影像学检查中

发现以上特征的膝关节痛患者，应考虑患者半月板损伤的可

能。在 MRI 上未见明显半月板撕裂，但具备以上特征的病例

应警惕遗漏诊断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倚；同样由于研究的回溯性，几乎不可

能用完全无膝关节症状的正常对照进行分析，因此作者评估

了有膝关节疼痛但在 MRI 上没有病理改变的患者作为对照

组。相比单纯内侧半月板损伤的患者，外侧和内外侧半月板

同时损伤的患者相对少见。此次研究中，外侧半月板损伤组

和内外侧半月板同时损伤组与其他组的一些指标对比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患者数量过小导致，未来

还需要进行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患者的工作性质、运动量也

同半月板撕裂有关，但这些因素在实际研究中很难划定标准

或统一，这对研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此次研究可能

因为患者 MRI 片中没有出现最佳的矢状位图片，或测定的胫

骨纵轴不够精准而产生一定影响。

结论：胫骨平台后倾角的增大是导致半月板损伤的一个

危险因素，而较浅的内侧胫骨平台凹陷更容易导致内侧半月

板损伤，较高的外侧胫骨平台凸出则容易导致外侧半月板损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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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表规范化修改的重点

对于图片和表格，整体上的要求是结构合理、图像清晰、描述

完整。图片应关注：(1) 描述：每张图片都应有完整的描述，重点区

域必须用箭头或其他标记清晰标注；(2) 标尺：显微图片应提供标尺，

可放在图片或组图的最后一幅右下角处；(3) 数据：数据的准确性，

单位应为 SI 单位；(4) 清晰度：图像和文字应足够清晰，建议使用

“Arial”或“Times New Roman”字体；(5) 统计学：柱状图或线条

图数据间的差异性应明确标注；(6) 引用：说明引用图片的授权情况。

对于表格，目前推荐使用三横线表，同时题目和注释应有自明

性。相关的缩略语均应在注释中说明。如涉及到统计学的内容，应

在注释中明确样本量和统计学方法，同时表内数据有效位数应一致。

还应注意的是表中内容与正文的描述应一致，不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4  参考文献准确性的核对

对于原著文章，文献一般要求应≥ 30 条，近 5 年文献应≥ 

50%。编辑会利用 PubMed 等数据库逐条核实文献准确性。对于存在

更正和撤回的文献，会进一步审核，要求作者进行修改或删除。对

于大多数杂志，都可以在 Endnote 官网中下载对应的参考文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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