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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重建髋臼的生物力学特征：三维有限元分析
采用 CT 扫描获取单侧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髋关节二维图像。
利用计算机软件 Mimics15.0、Hypermesh 分别建立健髋及髋关节发育不良患髋模型，
利用镜像消减计算患侧髋臼缺损的部位及范围，模拟重建髋臼，建立重建后髋关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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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单足站立情况对所有模型进行负荷加载，应用 Ansys 10.0 分析髋关节软骨
下骨 Von Mises 应力分布情况，比较之间差别，分析髋臼修补是否能够恢复髋关
节力学结构，判断该方法治疗成人髋臼发育不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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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髋关节发育不良：是骨关节外科常见疾病，髋臼部位的骨性缺损是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典型特征之一。
该骨性缺损使得髋臼对股骨头包容不足，二者接触面积减少、局部压强增大，久之使得髋关节磨损加快，
导致关节炎的发生，因而髋臼缺损是导致和促进髋关节发育不良病情变化的主要因素。
髋臼重建：髋臼缺损是导致和促进髋关节发育不良病情变化的主要因素，将缺损的髋臼重建至正常是髋关
节发育不良治疗最理想的方法。自从髋关节发育不良被发现，如何重建髋臼便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热
点，目前重建髋臼方法较多，主要集中于各种关节周围截骨术，通过手术增加髋臼对股骨头的包容，部分
患者取得了较满意的临床效果。但由于技术问题(缺损的精确测量、定位及截骨移位深度、旋转角度等)，修
复后的髋臼仍无法完全与股骨头匹配，使得该方法的临床疗效仍不完美，需要改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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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背景：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有髋关节周围截骨术、髋臼旋转截骨术、髋臼加盖术等，
方法多样，疗效不一。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各种方法虽然不同程度的改善了头臼关系，但距离理想状态
仍有一定差距，部分患者因而效果不佳，病情继续发展。
目的：应用三维有限元方法从力学角度分析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髋臼重建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为以后的科
研及临床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选择单侧髋关节发育不良患者髋关节 CT 薄层扫描数据，利用 Mimics 15.0、Hypermesh 软件分别
建立健髋及髋关节发育不良患髋模型，利用镜像消减计算患侧髋臼缺损的部位及范围，模拟重建髋臼，建
立重建髋关节模型，应用 Ansys 10.0 加载关节负荷，分析单足着地情况下各髋关节软骨下骨 Von Mises
应力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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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结论：①各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最大 Von Mises 应力值出现在髋臼顶穹部及股骨颈后内侧；②患髋骨性缺损出现在髋臼
前外侧，大小为 43 mm×14 mm×7 mm；③应力加载后各组 Von Mises 应力峰值分别为：健髋股骨头(2.800±0.012)MPa，髋臼
(3.855±0.035)MPa；髋关节发育不良患髋股骨头(5.066±0.026)MPa，髋臼(8.168±0.034)MPa；重建髋股骨头(2.769±0.085)MPa，髋臼
(3.804±0.132)MPa，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髋关节发育不良患髋各部位 Von Mises 应力峰值明显高于另外二者(P < 0.001)，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而重建髋与健髋各部位数值相近(P > 0.05)，证明髋臼重建后髋关节应力分布恢复正常；④通过有限元模型受力分析证明，髋
臼重建能够恢复髋关节力学结构，该方法治疗早期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是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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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cetabular reconstruction in adult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by a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ian Fengde1, 2, Zhao Dewei1, 2, Li Dongyi2, Guo Lin2, An Ning2, Zhang Yao1, 2, Cheng Liangliang2, Hao Ruihu2, Yang Fan1 (1Faculty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2Department of
Joint Surgery,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001,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Many methods are used to treat adult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such as pericapsular osteotomy and rotational
acetabular osteotomy.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echnical conditions, the curative effect is different. Although these methods have impro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d and the acetabulum in varying degrees,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from the ideal state, and some patients have
poor results with continuous disease developmen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acetabular reconstruction in adult hip dysplasia by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clinical research.
METHODS: Thin-slice CT data of unilateral hip dysplasia patient were collected. Mimics 15.0 and Hypermesh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healthy hip and dysplasia hip, and location and scope of bony defect were calculated, then model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acetabulum was established by simulating tools. The Von Mises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subchondral bone of each hip joint was analyz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ingle foot standing using Ansys 10.0.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results of each model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maximum Von Mises stress
value appeared in the acetabular dome and the posteromedial femoral neck. (2) The bone defect appeared in the anterolateral part of
acetabulum, the size was 43 mm×14 mm×7 mm. (3) The Von Mises stress peak values of each group after stress loading in the healthy hip
were femoral head (2.800±0.012) MPa, acetabulum (3.855±0.035) MPa; femoral head of affected hip (5.066±0.026) MPa; acetabulum
(8.168±0.034) MPa; reconstructed hip femoral head (2.769±0.085) MPa, acetabulum (3.804±0.132) MPa.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eak Von Mises stress in each part of the affected hi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 (P < 0.001). The values
between reconstructed hip and healthy hips were similar (P > 0.05), suggesting that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hip joint was normal after
acetabular reconstruction. (4) The stress analysis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indicates that acetabular reconstruction can restore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hip joint, and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to treat adult early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Subject headings: Hip Dislocation, Congenital; Acetabulum; Stress, Mechanic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30670542

0 引言 Introduction

有一定差距，部分患者因而效果不佳，病情继续发展。近

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年来随着多学科合作的不断深入，工程技术在医学领域的

hip，DDH)是一种骨科常见疾病[1]，该病发病隐匿，病程可

应用也逐渐增多，解决了许多医学难题[12-13]。此次研究拟

长达数十年，晚期常因关节功能障碍而行全髋关节置换。

打破以往技术限制，将工科技术应用于DDH的研究中，进

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时多数患者处在青壮年时期，毫无疑问

一步探讨恢复头臼关系的方法。采用三维重建技术精确测

此类患者未来将面临多次翻修手术，这无疑给患者和家庭

量缺损的大小及位置，应用三维有限元方法模拟修复髋臼，

[2]

造成巨大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骨科专家们一直致

并进行力学测试验证其有效性。

力于DDH的早期治疗，通过各种方法改善头臼关系，以达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到延缓甚至避免全髋关节置换的目的[3-6]。目前主要的治疗

1

方法有髋关节周围截骨术、髋臼旋转截骨术、髋臼加盖术

1.1

设计

1.2

时间及地点

等，方法多样，疗效不一

[7-11]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各种

方法虽然不同程度的改善了头臼关系，但距离理想状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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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有限元分析。
实验力学分析在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生物力学实验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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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1.3

选择1例单侧DDH患者(CroweⅠ)[14-15]，女性，

年龄25岁，身高155 cm，体质量47 kg，经过影像学检查
及临床检查，左侧DDH，中心边缘角10°；右髋正常。患
者对试验知情同意，试验方案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通过(批准号：2017-026)。

A

B

方法

1.4

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1.4.1

将DDH患者髋关节CT薄层(层

距1 mm)扫描数据(DICOM格式)导入图像分析软件Mimics
10.0，精确分割骨盆及股骨上段骨性结构轮廓线，线条以
IGS格式输出至HyperMesh 11.0(美国Altair公司)软件中建
立髋关节三维有限元线网格及四面体模型。利用软件自带
镜像消减功能比较患侧与健侧髋关节的差异，计算患侧髋
臼缺损的部位及大小。根据骨缺损数据建立补块模型。髋
臼重建：将补块与患髋结合建立重建髋关节模型。
设置边界条件及负载

1.4.2

C

D

图 1 各组三维有限元模型
Figure 1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model in each group
图注：图 A 为健侧髋关节；B 为髋关节发育不良患侧髋关节；C 为重
建髋关节；D 为骨缺损补块。

模型模拟单足站立姿势进

行力学分析[2-3]。力的载荷采用简化髋关节受力模型，即将
髋关节负载(体质量及软组织载荷)以合力的方式施加于股
骨头与髋臼的接触区域，力的大小相当于2.75倍个体质量，
力的方向与中轴呈16°角并通过股骨头中心[4-5]，股骨远端
固定。

A

应力计算分析

1.4.3

B

将 各 组 模 型 导 入 软 件 ANSYS

10.0，设置材料属性(皮质骨E=2 GPa，泊松比v=0.3；松
质骨E=200 MPa，泊松比v=0.3)。导入设定的边界及负载
条件，对不同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力学分析，计算各组模
型应力分布情况及各兴趣点的应力值，结果以图示及数值

C

D

的形式表达。
主要观察指标

1.5

①各髋关节模型应力分布情况；②各

模型在固定载荷下，不同兴趣区具体的平均应力值，实验
_

数据以x±s表示。
统计学分析

1.6

应用SPSS 17.0(美国SPSS公司)进行

E

F

统计分析，采用配对t 检验方法对各组数据进行比较， P <
图 2 三组模型髋臼及股骨应力分布云图
Figure 2 Stress distribution nephogram of acetabulum and femur
of each three-dimensional model
图注：图 A，B 为正常侧；C，D 为患侧；E，F 为重建后。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髋关节三维有限元模型

2.1

应用Hypermesh软件分别

建立三组髋关节及缺损补块的有限元模型。健康侧髋关节

应力云图结果表明各组髋关节模型应力均由髋臼向股

有限元模型有节点268 320个，四面体单元1 296 041个；

骨头传导，经股骨颈到近段股骨内上侧，这与正常髋关节

DDH髋关节模型有节点266 413个，四面体单元1 291 289

应力传导方式相同。为了便于观察应力在髋臼与股骨的分

个。

布情况，此次研究将髋臼与股骨分离，单独显示。
利用镜像消减功能比较患侧与健侧髋关节的差异，计

结果表明髋臼内应力主要集中于髋臼负重区(髋臼前

算患侧髋臼缺损，结果表明该缺损主要位于髋臼外侧上缘

外上部位)，最大应力位于髋臼外缘。图2A显示正常侧髋臼

部位，测量缺损骨块大小为43 mm×14 mm×7 mm，建立

内应力呈均匀分布；图2C示患侧髋臼内应力值相对增高(颜

补块模型。模拟髋臼重建手术，将补块与患髋结合建立重

色处于下方色谱的位置越偏右则表示应力越大)，而且分布

建髋关节模型，见图1。

不均匀，髋臼外侧存在应力集中现象(图2中髋臼外缘红色

2.2

髋臼及股骨的应力分布

2.2.1
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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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组 模 型 髋 臼 及 股 骨 的 Von Mises 应 力 云 图

部分)；图2E见重建髋臼内应力分布恢复均匀，与正常侧结
果相近。
3组模型股骨应力分布情况基本相同，最大应力均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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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后下方及股骨距处，而股骨头处相对处于低应力表

更为精确，是目前临床采用最多的方法，但该方法仅能测

达区，仅在关节负重面位置出现稍高应力表达。

量线性数据(长度、角度等)，缺少评估结构的体积参数，

各模型髋臼、股骨头及股骨近段Von Mises应力值

仍有改进空间。科学家与骨科医师不断寻找一种能够精确

测量各模型髋臼、股骨头及股骨近段兴趣区Von Mises应力

计算DDH骨缺损范围及大小的方法，并做了大量研究。数

值，将各组模型设定在同一负荷，对每个兴趣区(包括髋臼、

字化技术被应用于各个行业。将人体组织结构数字化，数

股骨头及股骨近段)随机选取20个兴趣点，记录应力值，计

据储存于计算机，可以随时调用进行相关研究，通过该方

2.2.2

_

算应力平均值及标准差，实验数据以x±s表示，具体结果见

法可以更细致、多方位观察组织结构[25]。李安安等[26]通过

表1。

计算机技术对“虚拟中国人男性一号”高精度骨骼系统进
行了三维建模工作；肖进等[27]应用Mimics软件重建脊柱三

表 1 各模型髋臼、股骨头软骨下骨及股骨近段 Von Mises 应力值比
_
较
(x±s，MPa)
Table 1 Comparison of Von Mises stress value of acetabulum,
subchondral bone of the femoral head and proximal femur among
models
项目

髋臼

股骨头

维骨骼数据；李伟等[28]建立正常及骨质疏松脊柱三维有限
元数字模型，均取得了非常精细的结构数据。在上述成果
的基础上，此次研究采用三维建模方式，应用HyperMesh
11.0(美国Altair公司)建立DDH三维有限元模型，利用镜像
消减功能将DDH髋与健髋对比分析，从而精确计算了DDH

股骨近段

健髋

3.855±0.035

2.800±0.012

13.518±0.052

髋臼缺损的部位及范围，以三维立体结构形式单独显示，

患髋

8.168±0.034

5.066±0.026

40.376±0.190

重建髋

3.804±0.132a

2.760±0.085a

13.922±0.093a

同时能够精确读取其三维空间数据。所以此方法能够精确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a

a

a

对比DDH与正常髋关节解剖差异，为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精
准修复提供准确数据支持。另外二者对比过程是由计算机

表注：与患髋比较，aP < 0.05。

计算而得，减少了人为误差，结果更接近现实。所以通过
此方法建立的补块能够将DDH髋臼个体化修复，从而避免

表1数据结果显示DDH、健康对照及重建髋各部位(髋

了尺寸过大过小情况的发生。

臼、股骨头及股骨近段)Von Mises应力值，结果表明患髋

修复后髋关节的力学性状是否恢复是专家们关注的

各部位应力值均高于健髋及重建髋(P < 0.001)，证明DDH

另一个问题，为解决该类问题需要将修复的髋关节进行

髋关节各部位在站立时承受更大的压力，DDH的髋臼及股

力学测试。传统的力学测试多在尸体标本上进行，选取

骨头部位所受应力可达健康髋的2倍(髋臼8.168∶3.855；

骨盆标本模拟手术后，将标本固定在力学测试机上，兴

股骨头5.066∶2.8)，而股骨近段压力则高达3倍(40.376∶

趣区放置负荷传感器，通过采集传感器数据计算目标区

13.518)，该结果证明了DDH髋关节异常应力的存在，为

域的直接负荷，该方法简单方便，但因受机器及传感器

DDH的异常应力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

精度、标本关节周围软组织(肌肉、关节囊等)无功能、人

统计结果显示，DDH各部位Von Mises应力值明显高

为误差等原因影响，其采集结果与真实情况差别较大，

于另外二者(P < 0.001)，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而重建髋与

准确性差。而且由于是尸体标本较活体标本力学性能降

健髋各部位数值相近，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证明

低，导致其重复测试数值结果差别较大，使得该结果的

重建后髋关节应力分布恢复正常，因而髋臼重建治疗DDH

可信度降低。另外受传统测试需要标本离体的限制，使

的方法从力学角度看是有效的。

得该方法无法应用于活体的临床力学研究中。鉴于此，
科学家们一直研究一种能够替代传统方法，简单有效的

3

讨论 Discussion

力学测试方法。随着多学科合作的不断深入，新技术及

DDH是一种常见髋关节疾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该

方 法 不 断 应 用 [29-30] ， 使 得 该 研 究 得 以 实 现 。 1972 年

病在国内发病率为1.52%，全国患者数量逾百万[16]。髋关

Brekelmans等[31]首次将有限元法应用于骨科的生物力学

节解剖结构异常是DDH的主要特征，典型的改变是髋臼顶

研究中，相比于传统力学测试有限元法具有标本无损伤

部发育不良，存在骨性缺损，导致其对股骨头前外侧覆盖

(不需要离体)，便于操作，避免仪器及人工误差；能定量

不足，髋内收时，股骨头上方覆盖不足。鉴于此，修复髋

获得模型内部的应力变化，数据准确显示并记录等特点；

臼，改善头臼间解剖关系一直是“保髋”治疗的要点

[17-21]

。

而且经过近50年的不断发展，人体各部位力学参数被不

要想恢复解剖结构，首先需要分辨DDH与正常髋的差异之

断补充，使得有限元结果与真实情况相符合，不再被认

处，早期时候医师依赖二维的X射线片判断，受到投照角

为是理论性分析，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崔旭等[32]

度、放大率等影响，结果误差较大；随着CT、MRI的发明

采用有限元方法分析囊变对股骨头的影响，预测股骨头

应用，使得医生能够在各个断面上测量数据，还可以通过

塌陷风险。田丰德等 [12]前期研究采用有限元法分析髋臼

三维重建骨盆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比较，这无疑给手术方

缺损程度对DDH髋关节应力影响，发现髋臼应力与髋臼

法的选择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P.O. Box 10002, Shenyang

[22-24]

110180

。该方法相对于X射线方法
www.CRTER.org

缺损呈正相关。此次试验采用有限元法对DDH进行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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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同时验证髋臼重建方法的有效性。模型完全根据

明DDH重建的可行性及有效性。该方法打破了原有医学

患者本人的解剖结构建立，因而所得结果专属于患者本

研究的固定模式，多学科合作，为DDH的研究提供了新

人，符合精准化个体化原则。有限元结果显示DDH髋关

思路及新方法。

节周围应力存在异常，髋臼股骨头及股骨近段均存在应

结论：有限元模型受力分析证明，髋臼重建能够恢复

力分布不均现象。髋臼负重部位(外上壁)整体显现高应力

髋关节力学结构，该方法治疗早期成人髋关节发育不良是

分布，平均应力值较正常，升高两至三倍，见表1；边缘

可行性的。

局部出现应力集中现象，集中点应力峰值高达10数倍，
作者贡献：田丰德、赵德伟、郭林负责试验设计，李东怡、程

如此高的应力作用下，该部位软骨及软骨下骨组织受损
程度及速度均大于周围组织，进而退变磨损加快。这一
结果表明DDH髋关节除解剖结构异常外，还存在髋关节
应力改变，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髋臼骨缺损造成

亮亮、郝瑞胡、杨帆负责试验实施，安宁、张耀负责评估。

经费支持：该文章接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0670542)”的基金资助。所有作者声明，经费支持没有影响文章观
点和对研究数据客观结果的统计分析及其报道。

局部应力增加，而增大的应力加速髋臼的磨损造成更大
的缺损，该结果与病情发展过程一致，进而证明髋臼的
骨性缺损及异常应力是导致DDH病情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此DDH的治疗需要从这两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

利益冲突：文章的全部作者声明，在课题研究和文章撰写过程，
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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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问题：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及其家属为自愿参加，均对

决问题。髋臼重建手术不仅能将缺损的髋臼修复至正常

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试验方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情

状态，而且此次研究结果表明重建后髋关节各部位应力

同意书。

也恢复至正常，由 此证 明 髋臼 重 建 手术 能 够 同时恢复
DDH解剖结构及力学性质，有限元结果证实髋臼重建手
术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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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次研 究 对 于 试 验 对 象 的 选 择 进 行 了特殊 要
求，为避免其他结构异常对于研究的影响，只选择了以
髋臼缺损为主而其他结构正常的CroweⅠ期DDH患者，

符合期刊发稿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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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该试验的结果只适合早期DDH患者(CroweⅠ期)，对
于中晚期患者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随着3D打印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相关
协议。

开放获取声明：这是一篇开放获取文章，根据《知识共享许可

技术的不断普及，一些特殊形状的内植物被不断的设计
并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33-43]

。将此次研

究结果与3D打印技术结合将会为DDH的治疗提供新的

协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条款，在合理引用
的情况下，允许他人以非商业性目的基于原文内容编辑、调整和扩
展，同时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

选择，三维重建技术能够精确测量缺损的大小及位置，

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它任何

而3D打印技术能够精确的建立补块使得髋臼完美重建变

合法用途。

得可能，两者结合不仅解决了以往对DDH骨缺损评估难
及重建难的问题，同时精准重建能够减小手术创伤及风
险。当然，要想将此次试验结果完美的应用于临床还需
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例如髋臼补块材质的选择(金属/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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