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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枢椎复合骨折三维有限元模型模拟分析

唐晓明 柳超黄凯 朱国太孙海浪戴健 田纪伟

【摘要】 目的探索寰枢椎复合骨折三维有限元模型的临床应用。方法在正常全颈椎有限

元模型的基础上，应用有限元ABAQUS 6．12软件，建立4种不同类型的寰枢椎复合骨折的全颈椎有

限元模型：c，(Jefferson)骨折+C，(Ⅱ型骨折)、c，(Jefferson)骨折+C：(Ⅲ型骨折)、c。(Jefferson)骨

折+c2(Han鲫an)骨折、c，(Jefferson)骨折+c2(稳定性骨折)模型(FEM／fracture)(FEM／fracture)，测

量颈椎在前屈、后伸、侧屈、旋转等工况下活动度(ROM)，并与正常全颈椎有限元模型测量结果进行

比较。结果建立的寰枢椎复合骨折有限元模型几何相似性好，各个工况下活动度在不同节段有不

同改变。c，骨折+Ⅱ型齿状突骨折其c。、c。相对于正常模型前屈+后伸、侧屈、旋转活动度明显

增加，分别增加57．45％、29．34％、48．09％及95．49％、88．52％、36．71％；C。骨折+Ⅲ型齿状突骨折

其c0／1、cl／2节段分别增加47．01％、27．30％、45．31％及90．38％、27．30％、30．02％；cl骨折+

HangTnan骨折其C。，．及C．，2分别增加32．68％、79．34％、77．62％及60．53％、81．20％、21．48％；c，骨

折+稳定性枢椎骨折其c0／l及cl／2分别增加15．oo％、29．30％、8．47％及37．87％、75．57％、8．30％。

结论不同类型寰枢椎复合骨折三维有限元模型能较好模拟临床实际情况，可对寰枢椎复合骨折的

患者进行生物力学研究，寰枢椎复合骨折时比无损伤状态时有更大活动度，提示应进行手术处理。

【关键词】 寰枢椎；骨折；有限元；生物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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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atlantoaxial complex fracture．Methods A three—dimensional矗nite element model of cervical spine

(FEM／intact)was established bv software of Abaqus6．12．On the basis of this model，a three．dimensional

6nite eIement model of four types of atlantoaxial complex fracture was established：C】fracture(Jefkrson)+

C2 fracture(typeⅡfracture)，Jefferson+c2 fracture(typeⅢfracture)，Jefferson+C2 fractuTe(Hangman)，
Jefferson+stable C，fracture(FEM／fracture)．The range of motion under flexion，extension，lateral bending

and axial rotation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of cenrical spine．Results The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four tvpes of atlantoaxial compIex fracture had the same similaritv and

pmfile．The range of motion(ROM)of difkrent segments had difkrent changes．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nomal model，the ROM of Co／l and Cl／2 in C】combined Ⅱ odontoid fhcture model in nexion／extension，

lateral bending and rotation increased bv 57．45％，29．34％，48．09％and 95．49％．88．52％．36．71％，

respectively．The ROM of Co／l and C1／2 in Cl combinedⅢodontoid fracture model in flexion／extension，lateral

bending and rotation increased by 47．01％，27．30％，45．31％and 90．38％，27．30％，30．0％．The ROM of

Co／I and Ci／2 in C1 combined HangrIlan fracture model in nexion／extension，lateral bending and mtation

increased by 32．68％，79．34％，77．62％and 60．53％，81．20％，21．48％，respectively．The ROM of Co／l

and Cl／2 in Cl combined axis f}acture model in nexion／extension，lateral bending and mtation increased by

15．oo％，29．30％，8．47％and 37．87％，75．57％，8．30％，respectively．ConcIusions The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the biomechanics of atlantoaxial complex

fhcture．The ROM of atlantoaxial complex fracture is larger than nomal model，which indicates that surgical

treatment should be pe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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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颈椎由寰枢椎、韧带及关节囊组成，在脊柱中

结构最为复杂，主要依靠各种韧带维持其稳定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和建筑业的兴起，上颈椎的

损伤越来越多，占颈椎损伤的2％～13％【1]。当发

生寰枢椎复合骨折时会对上颈椎稳定性造成严重影

响，临床上病例相对少见。由于上颈椎解剖结构的

复杂，毗邻小脑、延髓及椎动脉，容易造成脊髓或神

经损伤甚至是致命伤害，与单纯寰椎或枢椎骨折相

比，神经损伤率达到12％一58％，其死亡率明显比

单纯寰椎骨折或枢椎骨折要高心J。当寰枢椎骨折

合并严重韧带损伤时通常会导致死亡[3]。目前国

内外对上颈椎的基础研究较少，通过对其损伤机制

的研究可很好地指导临床工作。本研究在正常全颈

椎有限元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4种不同类型寰枢

椎复合骨折的三维有限元模型，通过有限元方法对

模型进行分析，探索寰枢椎复合骨折模型建立的方

法及分析寰枢椎复合骨折状态下上颈椎不稳情况。

材料与方法

一、正常全颈椎(C。一T。)三维有限元模型的

建立

选择一名34岁成年男性为志愿者，体重72 kg，

身高174 cm。志愿者既往无颈椎外伤史及风湿性

疾病史，x线摄片示颈椎生理弧度正常，无颈椎退

变、骨折及畸形。获得其知情同意后，使用西门子公

司64排螺旋CT扫描机。志愿者仰卧位，扫描范围

为枕骨至第一胸椎(C。一T，)，以国际标准DICOM

通用格式进行保存。用Mimicsl7软件(美国

Materialise公司)对前期临床采集的cT图像逆向重

建出颈椎的三维点云模型，用Geomagic Studi02012

软件(美国Geomagic公司)把Mimics建立的点云模

型拟合成可编辑的几何实体模型(NuRBs曲面模

型)；再把几何实体模型导入网格划分软件

Hypemleshl2中，进行操作；最后使用ABAQUs 6．12

软件(美国达索公司)进行有限元分析。通过有限

元分析可测量人体正常颈椎在不同工况下的活动度

(ROM)，对于颈椎的骨性结构，松质骨采用l mm厚

的C3D4(一阶四面体)，皮质骨采用C3D6(一阶三

棱柱)，终板采用0．5 mm厚的C3D6单元网格对其

进行网格划分。对于椎问盘，采用带有沙漏控制的

C3D8R(一阶六面体网格)建模。皮质骨松质骨H
J

采用Johons．Cook弹塑性断裂失效材料属性。横韧

带：采用正交各向异性材料属性。椎问盘(含髓核)

采用不可压缩的超弹材料∞1(图1)。

津‘舻喜辫。，
?，籀影愁二

0引褂参
’’l

采用2节点非线性弹簧单元建立13种关键韧

带∞o，包括寰枕前模(AAOM)、寰枕后模(PAOM)、

十字韧带(CLV)、齿状突尖韧带(APL)、翼状韧带

(AL)、覆膜(TM)、横韧带(TL)、前纵韧带(ALL)、

后纵韧带(PLL)、黄韧带(FL)、关节囊韧带(FC)、棘

间韧带(ISL)、棘上韧带(ssL)。用壳单元模拟横韧

带(TL)。韧带参数来源于参考文献[7]。韧带是基

于弹塑性材料属性进行定义。其载荷．变形曲线见

图2，分为中性区、弹性区、塑性区和破坏区。

模型

载

荷

f‘

ff：中性载荷；fn：失效载荷；d。：中性位移

矢效位移

图2韧带载荷变形曲线

二、构建4种不同类型寰枢椎复合骨折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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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全颈椎(c。～T，)三维有限元模型的基

础上(图3、4)，删除骨折线处的单元及相连的韧带，

建立C，(Jefferson)骨折+C：(Ⅱ型骨折)、C，

(Jefferson)骨折+c，(Ⅲ型骨折)、C，(Jefferson)骨

折+C：(Hangman)骨折、C。(Jefferson)骨折+C2(稳

定性骨折)模型(FEM／fracture)(图5)。测量4种

复合骨折在不同工况下各椎节活动度(。)(表1)并

与文献[8．11]中全颈椎模型活动度进行对比验证。

图3全颈椎Co～T，有限元模型正视图和后视图

图4全颈椎co～Tl有限元模型侧剖图和轴测视图

三、有限元模型验证和分析

由于颈椎的特殊性，其活动度范围大，每个标本

差异性很大，且材料属性为非线性。但本研究中分

析时，所选材料参数来源是公认的一种通用数值，且

经过简化的；所采cT的志愿者的颈椎几何外形与

实验标本的几何结构和尺寸上(中国人、外国人)，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其材料参数与仿真的参数

有所不同。在加载1．5 Nm扭矩，运用有限元软件

计算并比较相同情况下全颈椎模型与寰枢椎复合骨

折模型各椎节ROM。

图5寰枢椎复合骨折三维有限元模型：A为Je舵rson+

Ⅱ型齿状突骨折；B为Jefferson+Ⅲ型齿状突骨折；C为

Jefferson+Hangman骨折；D为Jefferson+c2椎体骨折

结 果

一、正常全颈椎有限元模型在不同工况下各椎

节活动度结果

建立正常全颈椎有限元模型和4种不同类型寰

枢椎复合骨折有限元模型外观逼真，几何相似性好。

综合本文6个活动度与文献[8．11]中全颈椎模型活

动度进行对比验证，可以发现，前屈+后伸活动度中

与文献比较CⅣ，活动度相差最大为16．7％，左右侧

弯活动度中c∽活动度相差最大为13．3％，左右旋

转活动度中c：，，活动度相差最大为25．4％，可见绝

大部分节段的活动度均落在试验文献结果的范围内

(图6～8)。所以模型的活动度结果可以接受，通过

了模型验证。

二、4种寰枢椎复合骨折在不同工况下各椎节

活动度结果

正常全颈椎模型和4种复合骨折在不同工况下

各椎节活动度见表1。在1．5 Nm扭矩下正常全颈

椎模型和寰枢椎复合骨折模型的ROM通过对比发

现在C。，，节段4种复合骨折前屈+后伸活动度明显

加大，分别增加57．4％、47．0％、32．6％、15．0％，其

中以Jefferson+Ⅱ型齿状突骨折活动度增加最多。

左右侧屈时活动度分别增加29．3％、27．3％、

79．3％、8．4％，其中以Jefferson+Hangman型骨折

活动度增加最多。左右扭转时活动度全部明显增

加，分别增加48．09％、90．30％、77．6％、29．30％，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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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正常全颈椎模型和4种复合骨折在不同工况下颈椎节活动度结果(。)

颈椎
节段

正常全颈椎模型 17磐筷姿；揭产 ’?等蓑吴：；鼎 bm∞。弩崭“sman 1e雎”普铲定性
前厦．+ 套查 套有 前周．+ 左右 左右 前屈+ 左右 左右 前屈+左右 左右 前屈+ 左右 左右
后伸 侧弯 扭转 后伸 侧弯 扭转 后伸 侧弯 扭转 后伸 侧弯 扭转 后伸 侧弯 扭转

中以Jefferson+Ⅲ型骨折增加最多。在Cl／2节段

4种复合骨折前屈+后伸活动度明显加大，分别增加

95．4％、90．3％、60．5％、37．8％，其中以Je自ferson+

Ⅱ型齿状突骨折活动度增加最多。左右侧屈时活动

度分别增加88．5％、27．3％、81．2％、75．5％，其中

以Jefferson+Ⅱ型齿状突骨折活动度增加最多。左

右扭转时活动度分别增加36．7％、30．0％、21．4％、

8．3％，其中以Jefferson+Ⅱ型骨折活动度增加最

多。在C扪节段前屈+后伸活动度除Jefferson+Ⅱ

型骨折外全都减少；左右旋转时Jefferson+Hangman

骨折和Jefferson+稳定骨折活动度减少；左右扭转

时除Jefferson+Hangman骨折外全都减少。

图6全颈椎各节段前屈+后伸活动度与文献对比结

果(单位o)

图7全颈椎各节段左右侧屈活动度与文献对比结果

(单位。)

图8全颈椎各节段左右扭转活动度与文献对比结果

(单位。)

讨 论

有限元方法是一种离散化数值计算方法。

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骨科的生物力学研究中。由

于颈椎解剖结构复杂，其有限元模型研究较迟。

20世纪90年代，Saito等¨2 o首次建立颈椎的有限元

模型，由于当时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水平的落后，早期

颈椎有限元模型几何结构比较粗糙，与实际情况存

在较大差异。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有限元软件的发

展，颈椎有限元模型不断完善，更加精细。2005年

zhang等¨3]建立全颈椎有限元模型，包括颈椎、椎间

盘、各种韧带和关节。现在的模型更加精确与简化，

不仅使分析有效还能节约时间，从而使计算效率提

高很多。寰枢椎复合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主

要依靠韧带组织保持其稳定性。由于创伤后上颈椎

不稳，常需要手术治疗。Liu等¨4 o研究发现不同内

固定方式对上颈椎稳定性影响很大，同时颈椎不同

方向活动度有减少。目前，使用有限元方法研究颈

椎生物力学越来越广泛，对于颈椎损伤机制和内固

定器械的使用起着重要作用。Ma等¨纠使用三维有

限元方法对上颈椎骨折后使用两种内固定方法来分

析脊柱的稳定性和不同节段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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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健康志愿者进行全

颈椎cT扫描，数据以Dicom格式储存，导入有限元

建模软件，然后生成全颈椎有限元模型。验证方面，

本实验建立的模型与Panjabi等∽j的体外实验结果

相对照验证，又与国内学者等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分

析结果比较，得出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实验建立的

模型有效，可用于有限元分析研究。此外模型包括

C。～T，，将枕骨下部纳入，可满足这些结构的加载，

同时便于在模型上加力，模拟头颅运动，在进行受力

分析时更接近人体颈椎的正常状态。

在全颈椎有限元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

4种不同类型的寰枢椎复合骨折模型。具有以下特

点：(1)寰枢椎复合骨折全部类型的有限元模型少

见报道，本研究探讨建立的寰枢椎复合骨折4种不

同类型的模型几何相似性好；(2)不仅可研究颈椎

受伤节段的活动度，还可通过三维有限元研究受伤

后对下颈椎的影响；(3)可反复实验、降低成本、结

果准确，可制定寰枢椎复合骨折个体化治疗方案，有

效服务于临床。

通过研究不同类型寰枢椎复合骨折各椎节活动

度变化，我们发现上颈椎活动度明显增加，提示上颈

椎存在高度不稳。尤其是c，骨折+Ⅱ型齿状突骨

折在C∽节段活动度增加最多，前屈+后伸和左右

侧屈活动度增加了95．4％、88．5％。由于颈椎不稳

一方面容易造成神经功能损伤，另一方面上颈椎不

稳定需要外科处理，尽早手术治疗对于寰枢椎复合

骨折的患者有较高的收益。目前，上颈椎复合损伤

有着不同手术治疗方案，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寰枢椎

复合骨折在前屈后伸、左右侧屈、左右扭转时活动度

研究，发现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变。我们可加载不同

内固定方式比较颈椎生物力学的稳定性并分析受力

特点，从而为临床患者更好的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限元模型的不足之

处：(1)由于人体解剖结构复杂、呈动态变化，有限

元模型不能完全模拟人体实际情况。虽然有限元模

中有韧带、椎体、椎间盘，但有限元模型忽略了肌肉

组织，在实际人体环境中，颈部肌肉组织对维持上颈

椎的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这在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时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2)由于忽略韧带组织的

黏弹性，所以本研究的三维有限元韧带材料属性较

低，从而导致韧带组织的力转化关系未被假设受载

荷率的影响。(3)只能模仿某一时刻的力学特性，

是静态研究，不能随着时间推移和病情变化继续模

仿；所以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4)由于个体差异，

实际中每个患者软组织损伤情况不一，有限元模型

很难完全模拟实际情况。总之，利用计算机技术，模

拟人体不同情况下病理状态的三维有限元方法有着

其他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可有效解决许多难题。

作为实验研究的一种方法，有限元具有很高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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