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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LISS、Gamma钉、DHS内固定模式在治疗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生物力学差异。方法：收集

10例受试者的CT扫描数据，利用软件建立股骨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模型，包括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三维

有限元分析模型及不同内固定治疗的三维有限元模型（C1为LISS内固定、C2为Gamma钉固定、C3为DHS内固定三维有限

元模型），进行内固定的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三维有限元分析，比较Evans-Jensen Ⅲ型骨折的 3种内固定治疗

模型的应力集中部位、应力分布及最大位移。结果：C3模型的最大应力值明显大于C1及C2模型（P＜0. 05），C1模型的最大

位移值显著大于C2及C3模型（P＜0. 05）；C3模型股骨近端最大应力值最大，C2模型最小（P＜0. 05）；C1、C2、C3模型股骨

近端的水平最大位移、冠状最大位移、轴状最大位移及总位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C1、C2、C3模型骨折断面

处应力值及骨折间隙应力值的前外侧、前内侧、后外侧、后内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C3模型螺钉顶部周围骨

质应力值明显高于C1及C2模型（P＜0. 05）。结论：采用LISS、Gamma钉、DHS内固定治疗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

折时，3种治疗方法的生物力学存在一定差异，在临床中可依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内固定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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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chanical analysis on LISS，Gamma nail and DHS internal fixation for the treat⁃
ment of Evans-Jensen type Ⅲ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He Shengwei1，3，Chen Bingzhi2，Qin Ruixian2，Du Guangyu3，Mi Lidon3.（1.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 116023，China；3.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s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biomechanical difference of LISS，Gamma nail and DHS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Ⅲ Evans-Jensen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Methods: CT scan data from 10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Femoral computer aided design（CAD）model includ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Evans-Jensen Ⅲ type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and LISS internal fixation（C1），Gamma nail fixation

（C2），and DHS internal fixation（C3）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s.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of the three internal fixa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maximum stress value of the

C3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1 and C2（P＜0. 05）. The maximum displacement value of the

C1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2 and C3（P＜0. 05）. C3 model had highest maximum displace-

ment value，and C2 was the lowest（P＜0. 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ximal femur level of

maximum displacement，maximum displacement，maximum coronary axial displacement and total displacement

among C1，C2，and C3 models（P＜0. 05）.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nterolateral，anteromedial，

posterolateral and medial posterior fracture stress as well（P＜0. 05）. The bone stress around the screw top in

C3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1 and C2 models（P＜0. 05）. Conclusion: LISS，Gamma and

DHS nail internal fixations had biomechanical differ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type Ⅲ Evans-Jensen intertrochan-

teric fracture. The appropriate internal fix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patient's specific sit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LISS；Gamma nail；DHS internal fixa-

tion；type Ⅲ Evans-Jensen；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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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交通工具的普及，交

通事故发生率逐年升高，骨折临床发病率也逐年升

高，其中Evans-Jensen Ⅲ型骨折的临床发病率也逐年

升高［1］。Evans-Jensen Ⅲ型骨折患者可见四骨折片

段，粗隆是骨折累及区，缺乏支持，极其不稳定［2］。一

般情况下，主骨折线由大粗隆外侧延伸至小粗隆，并

存两条次骨折线，在粗隆内外侧分别存在与主骨折线

呈30～45°左右，将大粗隆分解为独立骨折块，并完全

游离小粗隆，在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时具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3-4］。股骨远端微创内固定系统（less inva-

sive staibilization system，LISS）、Gamma钉、动力髋螺

钉（dynamic hip screw，DHS）是目前应用较广的治疗

Evans-Jensen Ⅲ型骨折的方法［5-7］，但临床选择仍存在

一定困难，为此，本研究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分

析，探讨不同内固定模式在治疗Evans-Jensen Ⅲ型股

骨粗隆间骨折的应力集中部位、应力分布及最大位移

差异，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5—2016年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行健康体检的 10例男性志愿者，年龄 25～38岁，平

均（31. 02±1. 28）岁；体重 61～82 kg，平均（69. 03±

2. 31）kg；身高168～187 cm，平均（179. 83±2. 83）cm，

所有受试者均无慢性疾病及传染病史、手术史及外伤

史，CT扫描及拍片结果均未见盆骨病变。

1. 2 方法

1. 2. 1 主要仪器及内固定参数 GE CT机（SYTEC

4000I 型）及配套的 Windows 7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工

作站。配套使用 Geomagic Studio 11（Raindrop 公司，

美国）、Minics 10 软件（Materialise 公司，比利时）、

Solidworks（Dassault 公司，法国）、ANSYS 13. 0（AN-

SYS 公司，美国）软件。选用 LISS 内固定产品，接骨

板远端长度共存9个孔，全螺纹自攻锁定螺钉，接骨板

远端及近端螺钉长度分别为30～40 mm及65～80 mm，

阶度递增为5 mm。DHS内固定侧板骨板孔数存9孔，

38 mm标准套管，135°髋螺钉角度，钢板厚度6. 2 mm，

髋螺钉长度 90 mm，拉力螺钉长度 30～40 mm，阶度

递增幅度为 5 mm。Gamma钉近端直径 3. 4 cm，主钉

长18 cmm，锁定直径1. 26 cm，末端直径2. 2 cm。

1. 2. 2 数据收集及转换 以 0. 75 mm 作为层厚行

CT扫描，自髋臼上 7 cm至胫骨平台下 7 cm作为扫描

范围，获取清晰二维CT图像，并以DICOM格式存储

图像。后在Mimics 10软件中打开，利用空腔填充法

制作三维模型，以 STL 格式保存三维模型。再使用

Geomagic Studio 11 软件打开 STL 三维模型，进行空

洞填补、编辑等处理，完善股骨三维模型，保存股骨

CAD模型。

1. 2. 3 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 切割股

骨模型，股骨纵轴与切割线夹角为45°，设置骨折间隙

为 2 mm，沿转子间线切割，建立Evans-Jensen Ⅲ型股

骨粗隆间骨折模型。

1. 4. 3 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三维有

限元分析模型 在 ANSYS 12. 0 软件中打开上述资

料，行网络划分，建立 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

骨折三维有限元分析模型。

1. 4. 4 内固定治疗的三维有限元模型 依照 3种内

固定材料的实际尺寸在Solidworks软件中构建模型，

使用圆柱替代螺钉，A1模型为 LISS内固定模型，A2

为 Gamma 钉固定模型，A3 为 DHS 内固定模型，在

ANSYS 软件中导入各模型，建立 LISS、Gamma 钉、

DHS内固定三维有限元模型。

1. 4. 5 不同内固定的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

骨折的三维有限元分析 Geomagic Studio软件中将

3 种内固定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分别与股骨转子间内

固定 CAD 模型组合，建立不用内固定方式 CAD 模

型，B1 为 LISS 内固定、B2 为 Gamma 钉固定、B3 为

DHS 内固定 CAD 模型。后再 ANSYS 软件中导入

B1、B2、B3模型，网格划分，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分

别为C1、C2、C3。

1. 4. 6 机械特性设置 将股骨皮质骨泊松比及弹性

模量分别设置为 0. 3 MPa及 16 800 MPa，股骨松质骨

泊松比及弹性模量分别设置为0. 28 MPa及580 MPa，

内固定的泊松比及弹性模量分别设置为 0. 31 MPa及

105 000 MPa。

1. 4. 7 载荷施加设置在股骨远端固定模型中，髋关

节外展肌力及反作用力分别为1 200N、2800N，在X轴

上将髋关节及外展肌力反作用力分别设置为 605 N、

－420 N，在Y轴分别设置为－1 990 N、－1 150 N，在

Z轴上将髋关节及外展肌力反作用力分别设置为165 N、

730 N。

1. 5 观察指标

比较 3种内固定治疗模型的应力集中部位、应力

分布及最大位移。

1. 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以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不同模型的最大应力及位移值比较

C3 模型的最大应力值明显大于 C1 及 C2 模型

（P＜0. 05），C1模型的最大位移值明显大于C2及C3

模型（P＜0. 05），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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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模型的最大应力及位移值比较（x ± s） 2. 2 不同模型的股骨近端最大应力比较

股骨近端最大应力值C3模型为（135. 38±9. 89）MPa，

C1模型为（61. 21±11. 23）MPa ，C2模型为（50. 42±

6. 83）MPa，3组模型股骨近端最大应力值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13. 082，P＜0. 05）。

2. 3 不同模型股骨近端不同矢向位移及总位移比较

C1、C2、C3模型股骨近端的水平最大位移、冠状

最大位移、轴状最大位移及总位移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 05），见表2。

表2 不同模型股骨近端不同矢向位移及总位移比较（mm，x ± s）

2. 4 不同模型骨折断面处应力值比较

C1、C2、C3模型骨折断面处应力值的前外侧应力

值、前内侧应力值、后外侧应力值、后内侧应力值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3。

表3 不同模型骨折断面处应力值比较（MPa，x ± s）

2. 5 不同模型骨折间隙应力值比较

C1、C2、C3模型前外侧、前内侧、后外侧、后内侧

骨折间隙应力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 05），见表4。

表4 不同模型骨折间隙应力值比较（MPa，x ± s）

2. 6 不同模型螺钉顶部周围骨质应力值

C3 模型螺钉顶部周围骨质应力值为（54. 92±

14. 69）MPa，明显高于 C1、C2 模型的（11. 38±1. 49）

MPa和（9. 47±1. 26）MPa，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

10. 942，P＜0. 05）。

3 讨 论

Evans-Jensen Ⅲ型骨折是现阶段临床中较为常见

的骨折类型，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目前

内固定治疗是修复 Evans-Jensen Ⅲ型骨折的主要方

法，可分为髓外内固定及髓内内固定两种［8］。其治疗

方式均存在不同的优缺点，因而，在临床上需要选择

合适的固定方式进行干预［9］。

有限元模型分析是近年来应用较广的生物力学

分析数字平台，在分析骨骼生物力学的研究中得以更

为广泛地应用［10］。三维有限元模型在应用时具有以

下特点：（1）采用有限元分析对全股骨受伤机制进行

分析发现，不同状态下股骨的集中应力点不同［11］；（2）

对膝关节及髋关节应力分析进行研究，可为骨折内固

定及关节形成提供详细生物力学依据［12］；（3）在采用

有限元模型分析骨折的生物力学机制，可发现骨折易

发部位，从而有效预防及预测骨折发生，为临床预防

及治疗提供依据［13］。在内固定装置选择及使用时，有

限元分析可提供应力分布及载荷施加情况，对不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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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载荷下的位移及应力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为内

固定装置的应用提供力学依据［14］。

传统内固定方案固定具有操作简便，抗剪切应力

好的特点［15］。本组研究显示，C1模型应力集中在拉

力螺钉及套管根部，C2模型应力集中在拉力螺钉与

主钉交界处，C3模型应力集中在拉力螺钉根部。前

内侧股骨皮质断面处是C2及C1模型近端股骨的应

力集中部位，前内侧股骨骨质接触处及螺钉是C3模

型近端股骨应力集中部位。C1、C2、C3 模型的最大

位移处是拉力螺钉顶部。C1 模型近端股骨水平轴

状、冠状、最大位移及总位移均显著高于C2及C3模

型（均P＜0. 05）。C1、C2、C3模型的前内侧、外侧、后

外侧、后内侧应力值存在明显差异（P＜0. 05）。提示

相对于DHS，Gamma钉抗压力能力明显增高，DHS髓

外固定力臂明显长于Gamma钉髓内固定。在相同压

力下，LISS抵抗压缩力强度最高，且LISS抵抗股骨头

扭转强度最好，Gramma钉次之，DHS 最差，但Gram-

ma 钉抵抗股骨骨干扭转刚度及强度较差，但优于

DHS。LISS抗压力高于Gamma钉及DHS，由于Gam-

ma钉及DHS设计上即存在有效的滑动功能，可能导

致螺钉顶部偏移增大等现象出现。采用 LISS、Gam-

ma钉、DHS内固定术治疗后，Evans-Jensen Ⅲ型股骨

粗隆间骨折患者可适当维持直立姿势，加强肌肉收

缩，增强髋关节反力。在治疗Evans-Jensen Ⅲ型股骨

粗隆间骨折时，可依照病情采用 LISS、Gamma 钉、

DHS 内固定术治疗进行干预，并通过适当治疗手段

有效维持股骨大转子粗隆顶点完整性，适度增加角度

等手段有效实现最佳固定效果。

综上所述，采用 LISS、Gamma钉、DHS内固定治

疗 Evans-Jensen 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时，3 种治疗方

法的生物力学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在临床中可依据

患者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内固定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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