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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内固定方式治疗髋臼顶压缩骨折后

髋臼负重区接触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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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髋臼顶压缩骨折模型，采用压敏片技术测量并探讨 3 种不同内固定方式固定后髋臼负

重区接触特性。方法    将 16 具新鲜成人半骨盆标本随机均分为 4 组，每组 4 具。D 组为完整髋臼对照组；其余

3 组制备髋臼顶压缩骨折模型后，A 组采用重建接骨板固定方法、B 组采用顺行排钉螺钉固定方法、C 组采用逆行

排钉螺钉固定方法固定骨折。将压敏片贴于股骨头上，于倒置的单足站立位行轴向加载压缩试验，分别测量各组

髋臼负重区的负重区面积、平均应力及峰值应力。结果    载荷为 500 N 时，D 组髋臼负重区面积显著高于其余各

组，平均应力和峰值应力显著低于其余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组髋臼负重区面积显著高于

A 组，平均应力及峰值应力显著低于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组间比较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髋臼顶压缩骨折，即使行解剖复位并坚强内固定，髋臼负重区接触特性也不能恢复

至正常水平；顺行及逆行排钉螺钉固定与重建接骨板固定相比，能够增加髋臼负重区面积，降低平均应力及峰值

应力，可降低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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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compression fracture of acetabular dome, and to measure the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of acetabular bearing area of acetabulum after 3 kinds of internal fixation. Methods    Sixteen fresh
adult half pelvis specimen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4 specimens each group. Group D was the complete
acetabulum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3 groups were prepared acetabular dome compression fracture model. The
fractures were fixed with reconstruction plate in group A, antegrade raft screws in group B, and retrograde raft screws in
group C. The pressure sensitive films were attached to the femoral head, and the axial compress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inverted single leg standing position. The weight bearing area, average stress, and peak stress were measured in each
group. Results    Under the loading of 500 N, the acetabular weight bearing area in group 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other 3 groups (P<0.05), and the average stress and peak stres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other 3 groups (P<0.05).
The acetabular weight-bearing area in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group A, and the average
stress and peak stres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group A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bove
indexes between group B and group C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compression fracture of the acetabular dome, the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ight-bearing area can not restore to the normal level, even if the anatomical red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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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id internal fixation were performed; compared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plate fixation, antegrade and retrograde raft
screws fixations can increase the weight-bearing area, reduce the average stress and peak stres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traumatic arthritis.

【Key words】 Acetabular dome; compression fracture; internal fixation;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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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臼骨折是常见的关节内骨折，如果累及髋臼

顶部并导致其发生压缩塌陷，X 线片及 CT 可观察

到压缩塌陷的骨折线与正常髋臼投影组成的双弧

影，因其与海鸥飞翔时张开的翅膀酷似，Berke-
bile 等[1]将这种骨折类型的影像学表现定义为“海

鸥征”，Anglen 等[2]指出“海鸥征”是手术治疗的

绝对适应证。Letournel [ 3 ]通过研究髋臼骨折的分

型、影像学诊断及治疗方法等，证实恢复良好的头

臼关系、避免塌陷关节面复位不完全及失败、保证

坚强内固定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否则将导致不

同程度的创伤性关节炎，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该观点已被多数国内外学者 [4-5]所认可。但针对髋

臼顶压缩骨折，何种内固定方式能够提供更好的髋

臼负重区接触特性颇受争议，也缺少有关其内固定

方式的生物力学研究报道。本研究针对国内外临

床常用的 3 种内固定方式进行生物力学研究，以期

为髋臼顶压缩骨折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报

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标本及仪器

经甲醛浸泡的新鲜成人骨盆标本 8 具，供体年

龄 26～45 岁，平均 37.2 岁；由华北理工大学解剖

教研室提供。解剖时保留 L5 至双侧股骨干中上 1/3
交界处部分，以便连接试验机传动杆，并分离骶髂

关节及耻骨联合，获得 16 个完整半骨盆标本。剔

除附着于标本的肌肉及韧带等软组织，保留部分关

节囊。经 X 线片、CT 及骨密度测量仪检查，证实

无骨性异常及骨质疏松症。将标本置于–20℃ 条件

下冷藏备用，待实验开始前解冻至室温。

3.5 mm 普通重建接骨板、3.5 mm 全螺纹长螺

钉（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Fuji 压敏片、

FPD-305E 密度计、FPD-306E 压力转换器（Fuji
公司，日本）；Osteocore3-DEXA 型骨密度仪

（MEDILINK 公司，法国）；3500 生物力学试验机

（Bose 公司，美国）；MG5680 扫描仪（Canon 公
司，日本）。

1.2    髋臼顶压缩骨折模型建立

随机挑选 12 具半骨盆标本建立髋臼顶压缩骨

折模型。依据 Berkebile 等[1]、Zhuang 等[6]的描述及

Knight 等[7]提出的髋臼时钟定位法，设定 P 点（于

左、右侧髋臼外缘分别确定为 11 点钟及 1 点钟方

向的位点）、O 点（髋臼窝中心点）及 N 点（PO 连线

中点），以 N 点为圆心，15 mm 为半径的圆形即为

截骨线。参照 Olson 等[8]的方法，利用厚度为 2 mm
的骨刀对上述圆形区域行间断截骨。利用直径 15 mm
的圆形金属压缩模具以 300 N 的力冲击圆形区域，

可造成关节面塌陷约 5 mm，此时的骨折模型符合

髋臼顶压缩骨折的损伤机制及特征。见图 1。
1.3    骨折复位与植骨

12 具骨折模型参照陈国富等[9]的方法，首先掀

开髋臼顶髂骨内板。设定髂前下棘基底与髋臼前

壁交界点为 A 点；由 A 点向弓状线作垂线，垂线

与弓状线相交于 B 点；沿弓状线向上，距 B 点 1.0 cm
处为 C 点。A、B、C 点围成的三角形即截骨线，将

此三角形皮质骨掀开后，可见塌陷骨质，以股骨头

为模板，利用骨膜剥离器顶起塌陷骨质，直视下

检查关节面是否恢复平整，使其充分解剖复位。见

图  2。骨折充分复位后，可见关节面上方骨缺损

区，于自体同侧髂嵴上距髂前上棘约 2 cm 处截取

大于骨缺损区约 5 mm 的纵形髂骨块，将其剪碎成

直径约 2 mm 大小的骨颗粒，利用 2.5 mL 注射器测

取 4～6 mL 骨粒，打压后通过掀开的三角形内板植

入髋臼顶骨折塌陷区上方。放回三角形皮质骨，并

利用 4 孔 3.5 mm 普通重建接骨板沿真骨盆上缘固

定，接骨板两端各固定 1 枚螺钉，前方螺钉朝髋臼

切迹方向植钉，后方螺钉朝坐骨大切迹方向植钉，

以防螺钉进入髋关节。

1.4    标本分组与固定

将经充分复位并植骨后的 12 具骨折模型按照

随机数字法分成  A、B、C 3 组，每组  4 具；剩余

4 具完整标本作为对照组（D 组）。A 组采用接骨板

固定方法，利用 11 孔 3.5 mm 普通重建接骨板沿真

骨盆前缘经过开窗内板跨关节放置，接骨板两端各

固定 2 枚螺钉，其余螺孔因位于髋臼顶危险区内而

未固定，前方螺钉垂直耻骨梳向下植钉，后方螺钉

朝髂后下棘方向植钉（图 3a）。B 组采用顺行排钉

螺钉固定方法，利用 3 枚 3.5 mm 全螺纹长螺钉，呈

• 2 • Chinese Journal of Reparative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Aug. 2017, Vol. 31, No.8



“排竹”样由髂前下棘基底部朝向坐骨大切迹方

向植钉，并使其并排经过复位后的骨折块上方，起

到抵压骨折块的作用[10]（图 3b）。C 组采用逆行排

钉螺钉固定方法，利用 3 枚 3.5 mm 全螺纹长螺钉，

呈“排竹”样由弓状线中点水平朝向髋臼外侧方

向植钉，并使其并排经过复位后的骨折块上方，起

到抵压骨折块的作用[10]（图 3c）。直视及 X 线片检

查证实螺钉均未进入髋关节。

1.5    生物力学检测

1.5.1    压敏片的使用方法　Fuji 压敏片厚 0.2 mm，

由 A、C 两片聚酯组成，A 片的微囊内含有成色液

体，C 片有显影物质。压敏片受到挤压后导致微囊

破裂，液体被染成红色，颜色越深代表应力越大。

经预实验研究测得，本研究应用低压型压敏片

（2.5～10 MPa）最为理想，当压力低于低压型压敏

片测量范围时，结合超低压型压敏片（0.5～2.5 MPa）
进行测试。利用防潮乳胶套包裹股骨头，以防压敏

片受潮。为使压敏片与股骨头最佳贴合，将压敏片

呈“眼眉”状均匀裁剪成 10 瓣，将 10 瓣压敏片无

缝拼接并贴服于股骨头上，再套以防潮乳胶套。依

据目前被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可的髋臼顶负重区

范围的界定方法[11]，利用 2.0 mm 克氏针于距髋臼

顶点两侧分别 30°的关节面中央，由关节内向外钻

孔，并标记为 G、H；髋臼中心点 O 与 G、H 的连线

分别与髋臼骨性外侧缘相交于 D、E 点；DG 与 EH
两线之间的关节面即为髋臼负重区（图 4）。测试

过程中利用钝头探针将髋臼缘及 D、E、G、H 分别

标记于压敏片上，以标注压敏片上负重区的范围。

为减少外界环境对压敏片的影响，调整室内温度

25～30℃，相对湿度 35%～40%。

1.5.2    生物力学检测　参照 Olson 等[12]的方法，将

半骨盆标本倒置，使股骨干与水平面垂直并内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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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髋臼顶压缩骨折线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ression fracture lines of
   acetabular 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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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髂骨内板开窗骨折线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racture lines of the internal
   iliac plate

 

 
图 3     各组骨折模型内固定     a. A 组；b. B 组；c. C 组

Fig.3   The internal fixation of fracture model in each group     a. Group A;   b. Group B;   c. Grou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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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调整半骨盆标本，使其相对于股骨干内收

13°，模拟倒置的单足站立位。将标本置于长方形

金属包埋盒内，浇筑调制好的Ⅱ型义齿基托聚合

物，待其完全坚固后进行检测。采用  3500 型生

物力学试验机，首先进行  2  次预加载，载荷为

100 N，以消除标本蠕变等的影响。设定试验机以

10 N/s 的加载速率进行垂直加载，分别压缩加载

至 500 N，并维持 2 min。按以下方法记录 4 组标

本的负重区面积及应力（图 5）。① 负重区面积：

通过压敏片上的 DG、EH 线确定髋臼负重区，利用

MG5680 扫描仪将压敏片上的负重区导入 ImageJ
软件计算其着色面积，即髋臼负重区负重面积

（图 6）。② 应力：采用 FPD-305E 密度计在负重面

积上随机选取 20 个点并读取其染色密度值，利用

FPD-306E 压力转换器计算应力值，其均值为平均

应力，最大值为峰值应力。当加载载荷为  500 N
时，平均应力与峰值应力和髋臼负重区负重面积成

反比，平均应力与峰值应力越大代表髋臼负重区局

部压强越大，应力集中，即内固定方法的稳定性越

差。每个标本均加载 3 次，取均值。实验过程中若

发生骨盆标本其他部位骨折或内固定物断裂，则终

止实验。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载荷为 500 N 时，D 组髋臼负重区面积显著高

于其余各组，平均应力和峰值应力显著低于其余各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组髋臼负

重区面积显著高于 A 组，平均应力及峰值应力显著

低于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
组间比较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3    讨论

涉及髋臼顶的压缩骨折属于关节内骨折，髋臼

顶负重区残存的关节面台阶超过 1 mm 时可使髋臼

顶部最大压力上升约 20%，超过 2 mm 可上升 50%，

最终导致创伤性关节炎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发生，

对患者预后造成显著影响[13]。因此，髋臼顶部发生

骨折是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的绝对适应证，其治疗

的关键是充分解剖复位并坚强内固定[2, 14]。

有关髋臼顶压缩骨折的损伤机制，Zhuang 等[6]

及 Tosounidis 等[14]认为当下肢处于外展外旋位时，

暴力由后下向前上方传导，股骨头猛烈撞击髋臼顶

部，导致髋臼顶部压缩塌陷，在影像学检查中表现

为双弧影。虽然 Zhuang 等[6]指出髋臼 1 点～2 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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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髋臼负重区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acetabular weight-bearing area

 

 
图 5     压敏片记录髋臼负重区面积及应力

Fig.5   The area and stress of acetabular weight-bearing area
   were recorded by pressure sensitive film

 

 
图 6     髋臼负重区面积测量

Fig.6   Measurement of acetabular weight-bear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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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压缩骨折最常发生部位，但未明确髋臼的左、

右侧。参考 Berkebile 等[1]的研究及 Knight 等[7]的髋

臼时钟定位法，常发生压缩塌陷的髋臼顶部位应分

别位于左、右侧髋臼约 11 点和 1 点方位。本研究

参照 Butterwick 等[15]有关髋臼顶压缩骨折部位的描

述，对骨折塌陷区进行精准定位，骨折模型可模拟

临床骨折情况，制备简单，重复性好，提高了髋臼

顶压缩骨折模型的制备成功率，且骨折模型具有高

度一致性，对今后此型骨折的生物力学研究具有一

定参考意义。

近年来，髋臼顶压缩骨折的复位多采用髂骨内

板开窗法，有效解决了髋臼顶塌陷骨折复位困难及

固定不良等问题[9, 16]，但未见开窗具体部位的相关

报道。本研究将开窗内板部位选定为 A、B、C 三点

围成的三角形区域，将开窗部位具体化，此三角形

皮质骨恰位于髋臼顶压缩塌陷区上方，利于骨折的

复位与植骨，且操作简便。针对排钉螺钉固定方法，

Laflamme 等[10]报道仅利用 1 枚螺钉进行内固定，其

内固定稳定性有待商榷。本研究中顺行排钉螺钉固

定组及逆行排钉螺钉固定组均使用 3 枚全螺纹螺

钉，呈“排竹”样，并排经过复位后的骨折块上方，

起到抵压骨折块的作用，内固定效果更加稳定。

每具标本均先进行 2 次载荷为 100 N 的预加

载，可消除标本蠕变等的影响，使标本达到机械性

与弹性的适应性平衡，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12]。

正常人体生理体质量约为 600 N，其中单侧下肢约

占 1/6[17]，本研究中标本加载体位为倒置的单足站

立体位，因此设定 500 N 为实验加载载荷，使髋臼

承受近似于单足站立位承受的实际负荷，减少了标

本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设定试验机以 10 N/s 的
加载速率进行垂直加载，直至 500 N 并维持 2 min，
在不破坏实验所需较稳定的力学条件基础上，避免

因加载速率过慢及维持时间过短而致不能有效测

量相关指标，使其达到最佳实验效果[12]。

正常人体负重时，髋臼顶部的压应力呈均匀分

散状态，并由负重中心向四周递减[18]。当髋臼存在

结构或骨性异常时，髋臼顶部负重面积将会明显缩

小，局部应力增大，如此种状态长期存在，必将引

起软骨退行性改变，导致严重的创伤性关节炎发

生[19]。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恢复髋臼顶负重区的接

触特性，成为评判髋臼骨折手术成功与否的标准之

一[20]。本研究采用的双叶型压敏片技术，被认为是

测量髋臼顶负重区接触特性最理想的途径[8]。针对

关节面弧度及空间较大的髋臼，关节染色及压力传

感器等方法有操作困难及实验误差大等缺点，而压

敏片技术可通过着色程度同时计算负重区面积及

应力值，且可进行多点同步测量，提高了实验结果

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髋臼顶压缩骨折，即使

给予充分解剖复位并坚强内固定，髋臼负重区接触

特性也未能恢复至正常范围。这是由于螺钉或重

建接骨板固定后，虽均会对股骨头起到阻挡效应，

但因螺钉及接骨板的弹性模量远高于正常骨质，对

股骨头的阻挡效应过强，明显降低了髋臼的形变能

力，负重的髋关节不能获得最大接触面积的头臼关

系，继而导致负重区平均应力及峰值应力升高。

但顺行及逆行排钉螺钉固定同重建接骨板固

定相比，能够增加髋臼负重区负重面积，降低平均

应力及峰值应力，可降低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率。

因接骨板固定方式相对排钉固定方式距骨折塌陷

区较远，对髋臼顶形成加压固定的作用较弱，未能

有效防止骨折块位移，而螺钉成“排竹”样植入

髋臼顶塌陷区上方，可直接对骨折块形成抵压作

用，加之充分植骨，可有效避免骨折块位移，从而

增加头臼接触面积，降低了平均应力及峰值应力。

顺行排钉螺钉固定的髋臼负重区接触特性与逆行

排钉螺钉固定方式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虽此

两种内固定方式均可通过单纯的髂腹股沟入路完

表 1    各组髋臼负重区面积、平均应力及峰值应力比较（n=4， ）

Tab.1    Comparison of weight-bearing area, average stress, and peak stress between groups (n=4, )

组别
Group

负重区面积（cm2）
Weight-bearing area (cm2)

平均应力（N/mm2）
Average stress (N/mm2)

峰值应力（N/mm2）
Peak stress (N/mm2)

A 3.52±0.12*#△ 2.97±0.25*#△ 3.25±0.16*#△

B 3.93±0.11△ 2.49±0.06△ 2.68±0.07△

C 3.83±0.12△ 2.50±0.08△ 2.71±0.08△

D 4.42±0.10*# 1.52±0.07*# 1.82±0.08*#

统计值
Statistic

F=33.81
P=  0.00

F=61.10
P=  0.00

F=97.24
P=  0.00

        *与 B 组比较 P<0.05，#与 C 组比较 P<0.05，△与 D 组比较 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A, 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B, 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C,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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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逆行排钉螺钉固定方式的进钉点位于弓状线

中点，因其位置深在且真骨盆缘附近解剖学特点复

杂，手术操作难度及风险较大，有损伤重要血管神

经及脏器、螺钉植入髋臼等风险，术中应尽量避

免。顺行排钉螺钉固定方式可在透视下完成，由于

其操作简便、可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创伤及出

血量，在获得满意的内固定稳定性前提下，很大程

度降低了手术风险，并达到术后早期行功能锻炼的

要求[10]。

综上述，针对髋臼顶压缩骨折，排钉螺钉固定

方式优于单纯接骨板固定方式，其中顺行排钉螺钉

固定为最佳内固定方式。但本研究的标本例数有

限，加之为离体实验，缺乏活体肌肉、韧带、关节囊

等软组织的模拟设备，实验结果可能产生偏倚，有

待进一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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