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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犬股骨大段骨缺损髓内钉固定方案设计的三维有限元建模分析

温星花 1，丁焕文 1，2，成  凯 1，2，闫晓楠 1，彭元昊 1，2，王宇宁 1，刘  康 1，张挥武 3

文题释义：

有限元方法：将要分析的物体划分为有限个小单元，利用划分节点传递受力，模拟真实状况下受力情况，且对于形状各异、性能多样、载

荷复杂的结构具有独特的计算能力，适用于各种复杂的生物力学分析。

静态分析：有限元分析中分静态分析、动态分析、流体力学分析等模块，而静态分析属于较简单也最常用的部分，它的运用思想主要是将

某一瞬态固定，然后对整个结构在这一瞬态下进行分析得出结果。

摘要

背景：大段骨缺损现象时有发生，但目前假体如何设计尚由医生主观经验判断，有限元分析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局面，可以为临床医师实

施手术提供技术支持，提高手术治愈率。

目的：利用有限元分析研究植入体及髓内钉设计方案对比格犬大段骨缺损修复手术的影响。

方法：基于比格犬 CT 图像数据建立其正常左侧股骨的三维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大段骨缺损三维有限元模型，分别从锁钉粗细、锁钉数

量、植入体长度及锁钉距截面中心的距离等方面，建立 4 组 12 个不同的实验模型(每组3个模型)，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探讨术后髓内钉

的力学结构特性，对比分析各模型的生物力学效果，得到最佳的设计方案。

结果与结论：①第一组实验，锁钉直径为2.7 mm时，髓内钉应力最大值较其他2种模型小；②第二组实验，锁钉数量为4根时，髓内钉应

力最大值较其他2种模型小；③第三组实验，植入体长度为20 mm时，髓内钉应力最大值较其他2种模型小；④第四组实验，锁钉距截面中

心距离为30 mm时，髓内钉应力最大值较其他2种模型小；⑤提示髓内钉大小确定后，锁钉直径应选取髓内钉直径的一半左右为最佳，锁

钉数量为4根、上下均2根为最佳，植入体长度应越短越好，锁钉距截面中心的距离尽可能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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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Large bone defect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but at present, how to design the prosthesis is still judged by doctors’ subjective experience. The 
appearance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s expected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provide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linicians to carry out surgery, and improve 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surger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mplant and intramedullary nail design project on repair of large bone defects in Beagle dogs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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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比格犬股骨 DICOM 数据 

确定髓内钉及植入体的

最佳设计方案

建立大段骨缺损模型：
从锁钉粗细、锁钉数量、锁钉到

截面中心的距离以及植入体长度
4 个角度分别确立 4 组共 12 个

有限元分析模型。

有限元静力学分析：
赋予材料属性、施加载荷，并观

察应力最大值及位移最大值。



1372｜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7卷｜第9期｜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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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原著

0   引言   Introduction
长骨段骨肿瘤切除术后、严重创伤、髋关节置换翻修术

后、代谢性骨病常导致长骨大段骨缺损，除造成长骨大量骨

质缺失外，相邻关节的功能亦被严重破坏
[1-2]

。传统手术方

式依靠医生主观经验对受损部位进行手术治疗，缺乏数字向 

导
[3]
，这不免会带来二次手术，而有限元分析的出现为术前

模拟、术中观察和术后康复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其对于

多种形状、性能和载荷的结构具有独特的计算能力，适用于

复杂的生物力学分析，有力促进了骨科生物力学的发展
[4-5]

。

而在大段骨缺损修复实验中进行一系列的有限元分析，可以

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手术设计方案以配合临床治疗的有效 

性
[6]
；通过Mimics、Geomagic和Ansys等一系列三维重建软件，

将人体二维扫描图像，如 CT 和 MRI 等转换为三维实体图像，

然后按实际情况赋予材料属性，添加载荷进行生物力学分 

析
[7-8]

，提供优化的手术方案设计，已经成为有限元分析在

骨科领域研究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此次研究旨在建立比格犬股骨大段骨缺损的三维有限元

模型，探究植入体及髓内钉的多种固定形式，根据髓内钉受

力程度的不同判断最佳手术方案，然后给出适用于一般情况

的结论。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有限元有限元仿真分析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在华

南理工大学完成。

1.3   材料   选取 1 只成年健康比格犬，体质量 10 kg 左

右，由广州医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提供，许可证号：SCXK 

( 粤 )2018-0007，拟对其进行左侧股骨大段骨缺损模拟仿真。硬件：

CT 机 ( 西门子，德国 )，微型计算机 (Win10 PC，CPU 3.60 GHz，
31.8G RAM)。软件：Mimics 21.0(Materialise，比利时 )，Geomagic  

studio 2017 (Raindrop，美国 )，Solidworks 2017 (Solidworks，美国 )，
Ansys 2017(ANSYS，美国 )

1.4   方法   

1.4.1   建立正常股骨几何模型   首先将比格犬全身麻醉，

对左侧股骨行全层连续扫描，扫描电压 120 kV，扫描电流 

150 mA，层厚为 0.5 mm，得到 Dicom 数据，导入 Mimics 21

软件经阈值选取、蒙版编辑及区域增长等命令进行三维重建，

得到粗糙股骨，见图 1A，经 Geomagic Studio17 软件表面优

化及面网格化，得到股骨的实体模型见图 1B，该股骨全长 

130 mm，导出 igs 格式文件进行保存。WEI 等 [9]
在比格犬骨

皮质厚度对微螺钉稳定性影响的实验中，计算了股骨两端皮

质骨的平均值，由于皮质骨与松质骨界限明显，他们直接采

用游标卡尺测量每个骨块上侧远端和近端骨皮质厚度。考虑

到作者选用股骨两端骨头，皮质骨较薄，结合 CT 图灰度值显

示，将股骨模型整体向内偏移 1 mm 模拟股骨松质骨，而外

层 1 mm 模拟皮质骨，分别保存 igs 格式，留待后续装配所用。 

1.4.2   建立大段骨缺损仿真模型   根据大段骨缺损的治疗过

程
[10]
，假定股骨正中间部位为缺损部位，替换钙磷植入体，

再用髓内钉进行固定，建立 4 组 12 个不同的实验模型，以

此来评估大段骨缺损手术对髓内钉应力分布和位移的影响。

4 组实验见表 1。

采用 Solidworks 草图绘制、特征形成等命令设计植入体

和髓内钉，见图 1C，D，髓内钉在此研究中选用统一规格，

长度 100 mm，直径 5 mm，上下做倒圆角处理，然后将上一

步保存好的股骨模型导入 Solisworks，与植入体和髓内钉按

上表所示 12 组实验进行装配，第一组实验 C 装配好后的模

型见图 1E，装配好的模型要进行干涉检查，并去掉重叠部位，

以便后续有限元仿真分析。临床上，长度超过骨周长 50% 或

METHODS: The 3D model of the normal left femur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T image data of Beagle dogs. Large bone defect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set up, from the thickness and quantity of locking nail, the length of the implants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of cross section to locking nail. 
Four groups of 12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odels (three models per group)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e studied the mechanical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after operation, compared biomechanical effects of each model, and obtained the best design schem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In the first group, when the locking nail diameter was 2.7 mm, the maximum stress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was the smalles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2) In the second group, when the number of nails was four, the maximum stress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was the 
smalles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3) In the third group, when the length of the implant was 20 mm, the maximum stress of the intramedullary 
nail was the smalles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4) In the fourth group, when the distance from the nail to the center of the cross section was 30 
mm, the maximum stress of the intramedullary nail was the smalles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two groups. (5) These results verify that after the size of the 
intramedullary nail is determined, the diameter of the locking nail should be about half of the diameter of the intramedullary nail, and the number of the nail 
should be four, with two nails on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sides being the best. The length of the implant should be as short as possible, and the distance of 
the nail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ross section should be as far as possible.
Key words:  large bone defect; implant; intramedullary nail; biomechanics;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Beagle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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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模型的实验方案
Table 1 ｜ Experimental scheme of different models

组别 植入体长

度 (mm)
锁钉数量
( 个 )

锁钉粗

细 (mm)
两端锁钉距截面

中心距离 (mm)
锁钉间

距 (mm)

第一组 A 30 4 2 25 10
( 改变锁钉粗细 ) B 30 4 2.7 25 10

C 30 4 3.5 25 10
第二组 A 30 2 2 25 8
( 改变锁钉数量 ) B 30 4 2 25 8

C 30 6 2 25 8
第三组 A 30 4 2 20 5
( 改变锁钉与截面中

心的距离 )
B 30 4 2 25 5
C 30 4 2 30 5

第四组 A 20 4 2 30 10
( 改变植入体长度 ) B 30 4 2 30 10

C 40 4 2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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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m 的骨缺损常被称为临界大小骨缺损，在此，设计的植

入体长度为 20，30，40 mm[11]
。

有限元结果显示，3.5 mm 直径锁钉的最大 Von Mises 应

力值最大，达到 30.82 MPa；2 mm 锁钉次之，为 29.15 MPa； 

2.7 mm 锁钉最大 Von Mises 应力值最小，为 22.53 MPa。分

析原因髓内钉直径固定时，锁钉越粗，髓内钉与锁钉接触位

置的开孔越大，壁薄而容易导致断裂；相反，锁钉越细，髓

内钉上最大应力值减小，但由于锁钉相对较细，受到的反作

用力较大，而位于中间粗细的锁钉其对应的髓内钉最大应力

值最小。因此得出结论：在髓内钉大小确定后，锁钉的粗细

不应过粗，也不应过细，而位于髓内钉直径一半左右时所受

应力最小，效果最好。

2.1.2   位移分析   所有模型的位移分布规律相似，股骨沿长

轴的最大位移均位于股骨近端，即施加载荷处，且向股骨远

端逐渐降低，髓内钉及锁钉的最大位移出现在髓内钉顶端，

及离施力端最近处，见图 2。

分析手术过程模型，2 mm 锁钉位移最大值相较其他

最大，值为 0.199 mm；3.5 mm 锁钉最大位移值次之，为 

0.152 mm；2.7 mm 锁钉值最小，为 0.146 mm。位移随着最

大应力变化而变化，同样 2.7 mm 锁钉的最大位移在 3 个模

型里是最小的。

表 2 ｜各材料参数
Table 2 ｜ Parameters of each material

材料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植入体 12 000 0.3
髓内钉 109 000 0.34
不锈钢锁钉 190 000 0.28
密质骨 12 000 0.3
松质骨 132 0.2

图注：图 A 为 CT 图重建模型，B 为处理后股骨模型，C 为植入体模型，

D 为髓内钉模型，E 为大段骨缺损装配体模型

图 1 ｜有限元仿真模型

Figure 1 ｜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odels

图注：图 A 为锁钉直径 2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B 为锁钉直径 2.7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C 为锁钉直径 3.5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D 为应力

图颜色条卡；图 A-C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于第 3根锁钉与髓内钉接触处；

E 为锁钉直径 2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F 为锁钉直径 2.7 mm 时髓内钉

位移分布；G 为锁钉直径 3.5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H 为位移图颜色

条卡；图 E-G 均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于髓内钉顶端；I 为 3 种锁钉规格

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折线图，显示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均在 2.7 mm 处

出现拐点，说明 2.7 mm 锁钉相较于其他 2 种规格在力学结构上更优

图 2 ｜锁钉粗细对髓内钉力学结构的影响

Figure 2 ｜ Effect of nail thickness on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1.4.3   有限元模型建立及仿真分析   将三维模型导入 Ansys 

Workbench 17 软件进行体网格划分，采用四面体网格，假设

模型中所有组织和材料为连续、均质、各向同性线弹性材料，

假定模型中植入体为钙磷材料，髓内钉为钛合金，锁钉为医

用不锈钢 316 L，其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从 total material 网站

以及文献 [12] 中获取，见表 2。密质骨和松质骨连接方式设

定为 Bonded，植入体和股骨、髓内钉和股骨、髓内钉和植

入体连接方式均设定为 No seperation；在比格犬股骨头上端

施加比格犬站立时每条腿受力的 4 倍 ( 即 100 N)[13]
、方向竖

直向下的力来模拟比格犬奔跑时的工况
[14-15]

，同时固定股骨

远端。用 Ansys 软件计算整个模型的应力分布和位移情况，

观察每个模型的应力和位移分布云图。

1.5   主要观察指标   4 组 12 个模型有限元分析后髓内钉最

大位移和最大 Von Mises 应力分布，评价髓内钉的力学稳

定性。

2   结果   Results 
2.1   锁钉粗细对假体应力的影响

2.1.1   应力分析   所有模型的应力分布规律相似，最大应力

均位于植入体上端截面与近端皮质骨相接处，考虑到植入

体本身在骨缺损修复时起到诱导成骨细胞生长附着的作用，

并不实际承重
[16]
，而有限元分析结果显示最大应力值在植

入体上可能是由于植入体形状设计问题，在此选择直接忽

略植入体受力，观察髓内钉及锁钉受力。由有限元结果可知，

3 种模型的髓内钉最大应力均位于第 3 孔处，并且向周围分

散，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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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锁钉数量对假体应力的影响

2.2.1   应力分析   同上所述，观察髓内钉及锁钉受力，由有

限元结果可知，3 种模型的髓内钉最大应力均位于植入体下

端第 1 个锁钉处，并且向周围分散见图 3。

6 根锁钉位移最大值相较其他最大，为 0.24 mm；2 根

锁钉最大位移值次之，为 0.22 mm；4 根锁钉值最小，为 

0.21 mm。位移随着最大应力变化而变化，同样 4 根锁钉的

最大位移在 3 个模型里是最小的。

2.3   植入体长度对假体应力的影响

2.3.1   应力分析   同上所述，观察髓内钉及锁钉受力。由分

析结果可知，3 种模型的髓内钉最大应力均位于植入体下端

第 1 个锁钉，即第 3 个锁钉处，并且向周围分散见图 4。

图注：图 A 为 2 根锁钉时髓内钉应力分布；B 为 4 根锁钉时髓内钉应力

分布；C 为 6 根锁钉时髓内钉应力分布；D 为应力图颜色条卡；图 A-C
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于下侧第一根锁钉与髓内钉接触处；E 为 2 根锁钉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F 为 4 根锁钉时髓内钉位移分布；G 为 6 根锁钉时

髓内钉位移分布；H 为位移图颜色条卡，图 E-G 均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

于髓内钉顶端；I 为 3 种锁钉规格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折线图，显示最

大应力和最大位移均在 4 根锁钉，即上下各 2 根处出现拐点，说明 4 根

锁钉相较于其他 2种数量在力学结构上更优

图 3 ｜锁钉数量对髓内钉力学结构的影响

Figure 3 ｜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nails on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图注：图 A 为植入体长度 20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B 为植入体长度

30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C 为植入体长度 40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

D 为应力图颜色条卡；图 A-C 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于第 3 根锁钉与髓内

钉接触处；E 为植入体长度 20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F 为植入体长度

30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G 为植入体长度 40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

H 为位移图颜色条卡；图 E-G 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于髓内钉顶端；I 为
3 种植入体规格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折线图，显示植入体长度为 20 mm
时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均最小，说明 20 mm 植入体相较于其他 2 种长

度在效果上更优

图 4 ｜植入体长度对髓内钉力学结构的影响

Figure 4 ｜ Effect of implant length on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6 根锁钉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值最大，达到 34.0 MPa； 
2 根锁钉次之，为 31.64 MPa；4 根锁钉最大 Von Mises 应力

值最小，为 31.03 MPa。分析原因髓内钉和锁钉规格固定时，

并不是锁钉数量越多越好，要同时考虑到对应髓内钉打孔数，

打孔越多，髓内钉的力学结构随之受到破环，相同的载荷导

致打孔处应力增强，但锁钉数量较少时，承担在每个锁钉的

应力会相应增大。因此得出结论：在髓内钉确定后，锁钉的

数量不应过多，也不应过少，而 4 根锁钉时所受应力最小，

效果最好。

2.2.2   位移分析   所有模型的位移分布规律相似，股骨沿长

轴的最大位移位于股骨近端，即施加载荷处，且向股骨远端

逐渐降低，髓内钉及锁钉的最大位移出现在髓内钉顶端，及

离施力端最近处，见图 3。

植入体长度为 40 mm 的最大 Von Mises 应力值最大，达

到 20.19 MPa；长度为 30 mm 锁钉次之，为 19.24 MPa；长

度为 20 mm 最大 Von Mises 应力值最小，为 17.94 MPa。得

出结论：在缺损大小和锁钉位置固定时，植入体越长髓内钉

承受力越大，也即植入体长度在刚好连接上下骨缺损创口时

为最佳，设计植入体时不应扩大缺损位置。

2.3.2   位移分析   所有模型的位移分布规律相似，股骨沿长

轴的最大位移位于股骨近端，即施加载荷处，且向股骨远端

逐渐降低，髓内钉及锁钉的最大位移出现在髓内钉顶端，及

离施力端最近处，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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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手术过程模型，植入体长度为 40 mm 最大位移

值最大，为 0.20 mm；长度为 30 mm 最大位移值次之，为     

0.19 mm；长度为 20 mm 最大位移值最小，为 0.18 mm。位

移随着最大应力变化而变化，同样植入体长度在 20 mm 时最

大位移在 3 个模型里是最小的。

2.4   锁钉离截面中心的距离对假体应力的影响

2.4.1   应力分析   同上所述，观察髓内钉及锁钉受力。由有

限元结果可知，3 种模型的髓内钉最大应力均位于植入体下

端第 1 个锁钉，即第 3 个锁钉处，并且向周围分散见图 5。

离施力端最近处，见图 5。

距离截面中心 20 mm 位移最大值相较其他最大，

为 0.22 mm；距离截面中心 25 mm 最大位移值次之，为 

0.214 mm；距离截面中心 30 mm 值最小，为 0.212 mm。位

移随着最大应力变化而变化，同样距离截面中心 30 mm 的模

型最大位移在 3 个模型里是最小的。

3   讨论   Discussion
目前长段骨肿瘤切除术后、严重创伤、髋关节置换翻修

术后、代谢性骨病常导致长骨段大段骨缺损，除造成长骨大

量骨质缺失外，相邻关节的功能亦被严重破坏
[1-2]

，临床对于

长骨骨干中部的骨折及骨缺损治疗中，髓内钉内固定是最常

见的方案
[17-18]

。然而现有国内外文献中对髓内钉的具体设计

方案研究有限，手术时大多凭借医生的主观经验使用标准化

生产的髓内钉，增大了手术失败的概率。

国内外研究中更多的是对髓内钉的使用
[19-21]

，比如髓内

钉的置入方向、髓内钉固定与加压钢板的固定疗效对比，以

及动力型髓内钉与静力型髓内钉在治疗中的疗效对比等，而

缺乏对髓内钉结构改进的研究。但髓内钉的设计方式对某些

骨折或骨缺损的治疗存在极大的影响，例如李智等
[22]

发现锁

钉的置入方向会影响实验结果，他们运用有限元技术对锁钉

设计不同置入角度 (锁钉与髓内钉横断面的夹角 ) ，分别为 0°，
15°，30°，45°，60°，并得出结论 15° 时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YU 等
[23]

比较了单螺钉与双锁螺钉性能后，提出双锁螺钉性

能改善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其设计包括 2 个集成的联锁拉力螺

钉，利用混合蜗轮机构，允许更好地术中骨折复位和控制转

子间骨折的压缩。现有文献也报道了未来新型髓内钉设计的

发展方向，包括可膨胀钉、涂层钉和碳纤维钉
[24-29]

。

此次研究从髓内钉本身的设计出发，设定 4 组实验分

别模拟了锁钉粗细、锁钉数量、植入体长度、锁钉距截面

中心的距离对比格犬大段骨缺损修复手术中髓内钉力学结构

的影响，从髓内钉及锁钉应力分布以及沿长轴位移 2 个角

度，评估大段骨缺损修复的关键所在。分析第一组实验结果

得到锁钉直径 2.7 mm 时最大应力值较其他 2 组小，也就是

髓内钉直径的一半左右为最佳；分析第二组实验结果得到锁

钉数量为上下各 2 根时最大应力值较其他 2 组小；分析第

三组实验结果得到植入体长度为 20 mm 时最大应力值较其

他 2 组小，也即植入体长度在连接住上下缺口下越短效果越

好，这与文献中描述植入物长度对临床疗效的结果有影响一 

致
[30]
，且植入体长度较短时患者恢复较好，临床数据更好；

分析第四组实验结果得到锁钉距截面中心的距离为 30 mm 时

最大应力值较其他 2 组小，也即锁钉离截面中心的距离越远

效果最好，这与孙晓亮等
[31]

的研究结果吻合，他们改变了

惯用交锁髓内钉的锁孔位置，将其设计成前后、前内、前外

方向，并尽量将孔设定在髓内钉尾端，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

果。最终得出结论，髓内钉大小确定后，锁钉直径应选取髓

内钉直径的一半左右为最佳，锁钉数量为 4 根，上下均 2 根

图注：图 A 为锁钉距截面中心 20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B 为锁钉距截

面中心 25 mm 时髓内钉应力分布；C 为锁钉距截面中心 30 mm 时髓内

钉应力分布；D 为应力图颜色条卡，图 A-C 显示应力最大值均位于第 3
根锁钉与髓内钉接触处；E为锁钉距截面中心 20 mm时髓内钉位移分布；

F 为锁钉距截面中心 25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G 为锁钉距截面中心 

30 mm 时髓内钉位移分布，H 为位移图颜色条卡，图 E-G 显示应力最大

值均位于髓内钉顶端；I 为 3 种距离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折线图，显示

锁钉距截面中心的距离为 30 mm 时最大应力和最大位移均最小，说明

30 mm 距离相较于其他 2 种距离在效果上更优

图 5 ｜锁钉距截面中心的距离对髓内钉力学结构的影响

Figure 5 ｜ Effect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of cross section to locking 
nail on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intramedullary nails

距 离 截 面 中 心 20 mm 的 最 大 Von Mises 应 力 值 最

大，达到 34.89 MPa；距离截面中心 25 mm 锁钉次之，为 

30.35 MPa；距离截面中心 30 mm最大 Von Mises应力值最小，

为 24.69 MPa。得出结论：在髓内钉长度和锁钉直径固定时，

锁钉离截面中心越远承受力越小，也即锁钉在考虑髓内钉的

力学结构前提下，使用时尽可能地固定在髓内钉的末端处。

2.4.2   位移分析   所有模型的位移分布规律相似，股骨沿长

轴的最大位移位于股骨近端，即施加载荷处，且向股骨远端

逐渐降低，髓内钉及锁钉的最大位移出现在髓内钉顶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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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佳，植入体长度在覆盖住缺口的前提下越短越好，锁钉

距截面中心的距离尽可能远一点，即锁钉应尽可能地靠近髓

内钉两端，在与相关文献对比后可以看出此次实验结果是较

为可靠的。

此次研究通过有限元方法研究髓内钉固定大段骨缺损部

位对实验的影响，并且说明了大段骨缺损中髓内钉的设计方案，

这为实体实验提供了指导方案和应用依据。有限元分析技术在

大段骨缺损上的发展，可以提供实验最优方案，从而避免多次

实验验证，有效降低了实验失败造成的材料以及时间的浪费。

但此次研究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模型后期仿真需要，会

多多少少简化模型，造成模型上的不精准现象；另一方面由于

人体大部分骨骼处于动、静交换状态，仅用有限元法对髓内钉

的应力、强度和高度进行静态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未来需要从

多方面去探讨髓内钉的最优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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