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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不同屈伸状态下髂胫束的形态学研究
殷 刚袁钱文杰袁管小军袁杨

雷袁刘海峰袁赵小强袁朱建国鄢

渊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骨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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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猿园员苑冤

目的院研究正常青年人在膝关节不同屈伸状态下髂胫束渊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袁陨栽月冤与股骨外上髁的距离变化及 陨栽月 长轴

与股骨干长轴的夹角关系遥方法院 男女青年志愿者各 缘园 人袁通过体格检查和 月 超分别测量 陨栽月 宽度尧厚度曰并在膝关节伸直位尧

屈曲 猿园毅尧屈曲 怨园毅及屈曲 员猿缘毅位时测量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距离及 陨栽月 长轴骨长轴的夹角遥 结果院方差分析均显示袁男女两组

志愿者不同膝关节屈伸程度时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平均距离不等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 随着膝关节屈曲程度增大袁 股骨外侧髁水平的
陨栽月 中心点逐渐由股骨外侧髁前方向后方移动遥 两组志愿者不同膝关节屈伸体位时 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长轴的平均夹角角度不等袁

且存在统计学差异遥 当膝关节由伸直位向屈曲位变化过程中袁陨栽月 长轴逐渐由股骨长轴后方向前方偏转遥 男性组的 陨栽月 平均宽
度大于女性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陨栽月 平均宽度尧厚度大于女性组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结论院健康男女青年当膝关节屈曲时袁陨栽月 均由股骨外侧髁

前方向其后方滑动袁屈曲 猿园毅时与股骨外侧髁摩擦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导致髂胫束综合征的病因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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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赠 燥枣 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 葬贼 贼澡藻 枣造藻曾蚤燥灶 葬灶凿 藻曾贼藻灶泽蚤燥灶 泽贼葬贼怎泽 燥枣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再蚤灶 郧葬灶早袁匝蚤葬灶 宰藻灶躁蚤藻袁郧怎葬灶 载蚤葬燥躁怎灶袁再葬灶早 蕴藻蚤袁蕴蚤怎 匀葬蚤枣藻灶早袁在澡葬燥 载蚤葬燥择蚤葬灶早袁在澡怎 允蚤葬灶早怎燥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韵则贼澡燥责葬藻凿蚤糟泽袁宰怎躁蚤灶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允蚤葬灶早泽怎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悦澡葬灶早扎澡燥怎 圆员猿园员苑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澡藻 责怎则责燥泽藻 燥枣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 憎葬泽 贼燥 泽贼怎凿赠 贼澡藻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 燥枣 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渊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袁陨栽月冤葬灶凿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 葬灶凿 贼澡藻 葬灶早造藻 燥枣 陨栽月 造燥灶早 葬曾蚤泽 憎蚤贼澡 造燥灶早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蚤灶 贼澡藻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噪灶藻藻 枣造藻曾蚤燥灶 蚤灶 灶燥则皂葬造 赠燥怎灶早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院韵灶藻 澡怎灶凿则藻凿 葬泽赠皂责贼燥皂葬贼蚤糟 增燥造怎灶贼藻藻则泽渊缘园 皂藻灶 葬灶凿 缘园 憎燥皂藻灶冤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贼藻凿 蚤灶 贼澡藻 泽贼怎凿赠援 栽澡藻 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 葬灶凿 憎蚤凿贼澡 燥枣 陨栽月

憎藻则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遭赠 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葬灶凿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援 栽澡藻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 燥枣 陨栽月 葬灶凿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 葬灶凿 贼澡藻 葬灶早造藻 燥枣 陨栽月 造燥灶早
葬曾蚤泽 憎蚤贼澡 造燥灶早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憎藻则藻 葬造泽燥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蚤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贼澡藻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责燥泽蚤贼蚤燥灶泽袁憎澡蚤糟澡 憎藻则藻 藻曾贼藻灶泽蚤燥灶袁猿园毅 袁怨园毅 葬灶凿 员猿缘毅
枣造藻曾蚤燥灶援 砸藻泽怎造贼院粤晕韵灾粤 泽澡燥憎灶 贼澡葬贼 贼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 燥枣 陨栽月 葬灶凿 贼澡藻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藻责蚤糟燥灶凿赠造藻 增葬则蚤藻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燥泽蚤贼蚤燥灶泽 燥枣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蚤灶 藻蚤贼澡藻则 早则燥怎责援 粤贼 贼澡藻 造藻增藻造 燥枣 贼澡藻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袁陨栽月 糟藻灶贼藻则 早则葬凿怎葬造造赠 泽澡蚤枣贼藻凿

枣则燥皂 葬灶贼藻则蚤燥则 贼燥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燥枣 贼澡藻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蚤灶早 燥枣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枣造藻曾蚤燥灶援 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葬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蚤灶 贼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葬灶早造藻 燥枣 陨栽月 造燥灶早 葬曾蚤泽 憎蚤贼澡 造燥灶早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责燥泽蚤贼蚤燥灶泽 燥枣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怎泽蚤灶早 粤晕韵灾粤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蚤灶 遭燥贼澡 早则燥怎责泽援 陨栽月 葬曾蚤泽 早则葬凿怎葬造造赠 泽澡蚤枣贼藻凿 枣则燥皂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贼燥 葬灶贼藻则蚤燥则 燥枣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葬曾蚤泽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蚤灶早 燥枣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枣造藻曾蚤燥灶援 陨栽月 葬增藻则葬早藻 憎蚤凿贼澡 葬灶凿 葬增藻则葬早藻 贼澡蚤糟噪灶藻泽泽 憎藻则藻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蚤灶 皂葬造藻 早则燥怎责 怎泽蚤灶早 贼鄄贼藻泽贼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援 陨栽月 早则葬凿怎葬造造赠

泽澡蚤枣贼泽 枣则燥皂 葬灶贼藻则蚤燥则 贼燥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燥枣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蚤灶糟藻灶泽藻皂藻灶贼 燥枣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枣造藻曾蚤燥灶 蚤灶 澡藻葬造贼澡赠 泽怎遭躁藻糟贼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宰澡藻灶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燥糟糟怎则泽 灶藻葬则 猿园毅 燥枣 枣造藻曾蚤燥灶袁贼澡藻 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 葬灶凿 贼澡藻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 枣则蚤糟贼蚤燥灶 蚤泽 皂燥泽贼 责则燥皂蚤灶藻灶贼袁憎澡蚤糟澡 皂葬赠 燥灶藻
燥枣 糟葬怎泽藻泽 燥枣 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援

咱Key words暂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曰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曰皂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赠曰枣造藻曾蚤燥灶 葬灶凿 藻曾贼藻灶泽蚤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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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信 作 者 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赠蚤灶赃早葬灶早

圆园园员岳泽燥澡怎援糟燥皂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源袁猿源渊员圆冤院员远缘源鄄员远缘苑暂

髂胫束综合征 渊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陨栽月杂冤
是常见的过度运动导致的劳损袁 大多数患者感膝
关节侧方反复性疼痛袁 根据病史及体格检查即能
诊断咱员原猿暂遥 陨栽月杂 是长跑运动员和自行车运动员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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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刚等院膝关节不同屈伸状态下髂胫束的形态学研究

的导致膝关节侧方疼痛的原因之一袁据统计发病率
为 员援远豫耀员圆援园豫

遥 陨栽月杂 可能是膝关节屈伸活动

咱员原圆袁源暂

时 陨栽月 与股骨外侧髁的反复摩擦撞击导致袁所以了
解膝关节不同屈伸状态下髂胫束 渊蚤造蚤燥贼蚤遭蚤葬造 遭葬灶凿袁
陨栽月冤 的形态学特点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遥 以往关于
陨栽月 的解剖学研究一般都集中在尸体标本上对其
厚度尧宽度等形态学测量 咱缘暂 袁很少有关于膝关节生
理屈伸活动下对 陨栽月 形态学的研究遥 随着影像技术
的发展袁酝砸陨 和 月 超在 陨栽月杂 在诊断和治疗中有广
泛的运用咱远原怨暂袁本研究将采用 月 超对正常青年人在膝
关节不同屈伸状态下 陨栽月 的形态学特点进行分析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择 圆园员猿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猿 月在本院行体检
的健康男女青年志愿者各 缘园 例遥 男性组袁年龄 圆缘耀
源圆 岁袁平均年龄渊猿猿援员缘 依 缘援苑园冤岁曰女性组袁年龄 圆圆耀
源源 岁袁平均年龄渊猿圆援源园 依 缘援猿怨冤岁遥 所有受试者排除
下肢外伤史尧 风湿性关节炎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病
史袁排除膝外渊内冤翻畸形遥 受试者均通过 圆 名以上
骨科主治医师按照排除标准确定遥
杂蚤藻皂藻灶泽 杂藻择怎燥蚤葬 缘员圆尧杂蚤藻皂藻灶泽 粤糟怎泽燥灶 粤灶贼葬则藻泽
及 孕澡蚤造蚤责泽 陨耘猿猿 等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袁 线阵探
头袁频率 愿耀员源 酝匀扎遥 各仪器均具备 阅陨悦韵酝 截图及
动态录影回放功能袁可按需要截图及录影袁以备后
台观察尧测量与统计分析遥
员援圆 方法
陨栽月 宽度尧厚度的测量院检查时受检查者取仰卧
位袁双下肢自然伸直袁探头横切袁与 陨栽月 纤维束走行
方向垂直袁以股骨外上髁为中心袁清晰显示兴趣区
域的 陨栽月 的横断面袁观察其纹理与回声曰以股骨外

男性袁圆源 岁袁右膝关节伸直位遥该图中 陨栽月 中心点在股骨外上髁

窑员远缘缘窑

上髁的 陨栽月 的横断面为标准切面袁测量并记录遥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距离及 陨栽月 与股骨长轴的

夹角测量院检查时受检者取仰卧位袁膝关节分别取
自然伸直尧屈曲 猿园毅尧怨园毅及屈曲 员猿缘毅 源 种体位遥 探头
纵切袁与 陨栽月 长轴纤维平行袁以股骨外上髁为中心袁
清晰显示兴趣区域的 陨栽月袁观察其纹理与回声曰确定
股骨外上髁处 陨栽月 的中心点及 陨栽月 的长轴方向袁测
量并在皮肤上进行标记遥 通过触诊及 月 超确定股骨
大转子尖及股骨外上髁的位置并在皮肤上标记袁其
连线定义为股骨干长轴遥 将 陨栽月 中心点与股骨外上
髁的距离定义为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距离袁 若 陨栽月

中心点在股骨外上髁的后方则记为正值袁反之为负
值遥 距离的测量使用游标卡尺在皮肤标记点上进行
直接测量遥 测量 陨栽月 的长轴与股骨干长轴的夹角袁
若 陨栽月 长轴位于股骨长轴前方则记为正值袁反之记
为负值渊图 员尧圆冤遥 角度的测量分为两步袁先使用高清
数码相机对感兴趣区水平位摄片袁 然后使用 陨皂葬早藻鄄
孕则燥 孕造怎泽 远援园 软件进行测量遥 每个志愿者均接受 圆 名
月 超及骨科医师的重复测量袁 结果取平均值后记录
统计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软件处理数据袁方差分析比较不
同屈伸状态时平均距离及夹角是否存在差异袁按男
女两组分别统计 陨栽月 的平均厚度和平均宽度袁并进
行两个样本均数 贼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不同屈伸位置时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平均距
离及 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长轴平均夹角的比较
男性组中在伸直位尧 膝关节屈曲 猿园毅尧怨园毅及

男性袁圆愿 岁袁右膝关节屈曲 员猿缘毅遥该图中 陨栽月 中心点在股骨外上

髁的后方袁故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距离为正值袁距离为 圆圆援园 皂皂遥 陨栽月

的前方袁故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距离为负值袁距离为原员猿援缘 皂皂遥 陨栽月

的长轴位于股骨干长轴前方袁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长轴的夹角为正值袁角

度为原源援缘毅遥

度为 远援愿毅遥

的长轴位于股骨干长轴后方袁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长轴的夹角为负值袁角

云蚤早怎则藻 员

图员

男性膝关节伸直位测量图

杂怎则增藻赠 泽澡藻藻贼 燥枣 贼澡藻 皂葬造藻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藻曾贼藻灶泽蚤燥灶

云蚤早怎则藻 圆

图圆

男性膝关节屈曲 员猿缘毅位测量图

杂怎则增藻赠 泽澡藻藻贼 燥枣 贼澡藻 皂葬造藻 噪灶藻藻 躁燥蚤灶贼 员猿缘毅 枣造藻曾蚤燥灶

窑
员远缘远
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员猿缘毅 时 袁陨栽月 与 股 骨 外 上 髁 的 平 均 距 离 分 别 为 院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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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组中在伸直位尧 膝关节屈曲 猿园毅尧怨园毅及

渊原员源援缘 依 缘援源冤皂皂尧渊员援园 依 猿援员冤皂皂尧渊员缘援远 依 猿援猿冤皂皂尧

员猿缘毅时袁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长轴的平均夹角分别为院

统计学差异遥 女性组中在伸直位尧 膝关节屈曲 猿园毅尧
怨园毅及 员猿缘毅时袁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的平均距离分别为院

员冤袁提示不同屈伸体位时夹角不等袁且存在统计学
差异遥 女性组中在伸直位尧 膝关节屈曲 猿园毅尧怨园毅及

渊圆苑援圆 依 缘援远冤皂皂遥 方差分析结果示袁云 越 愿猿苑援远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
渊表 员冤袁提示不同屈伸体位时平均距离不等袁且存在

渊原员猿援苑 依 缘援猿冤皂皂尧 渊原员援圆 依 猿援园冤皂皂尧 渊员源援苑 依 猿援缘冤
皂皂尧渊圆源援苑 依 缘援远冤皂皂遥 方差分析结果示 云 越 苑员源援苑袁

孕 约 园援园园员渊表 圆冤袁提示不同屈伸体位时平均距离

不等袁 且存在统计学差异遥 当膝关节由伸直位向
屈曲位变化过程中袁 股骨外侧髁水平的 陨栽月 中心

点逐渐由股 骨外侧髁前 方向后方移 动袁 当 屈曲
猿园毅时袁陨栽月 中心点与 股骨外侧髁的距 离最小袁 几

乎与外侧髁重叠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员

渊原缘援员 依 员援园冤毅尧渊原园援愿 依 园援怨冤毅尧渊圆援怨 依 员援园冤毅及 渊苑援源 依
员援员冤毅袁方差分析结果示 云 越 员 员缘猿援怨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渊表

员猿缘毅时袁陨栽月 与股骨长轴的平均夹角分别为院渊原源援怨 依
园援怨冤毅尧渊原园援源 依 园援愿冤毅尧渊猿援员 依 员援员冤毅及渊苑援远 依 员援员冤毅遥 方差
分析结果示 云 越 员 源远圆援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渊表 圆冤袁提示不同

屈伸体位时平均夹角不等袁且存在统计学差异遥 当
膝关节由伸直位向屈曲位变化过程中袁陨栽月 长轴逐
渐由股骨外侧髁后方向前方移动袁 当屈曲 猿园毅时袁

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长轴的夹角最小袁 几乎与股骨干长
轴重合遥

男性组膝关节不同屈伸位置时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距离及 陨栽月 与股骨长轴夹角统计表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贼澡藻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 燥枣 陨栽月 葬灶凿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 葬灶凿 贼澡藻 葬灶早造藻 燥枣 陨栽月 造燥灶早 葬曾蚤泽 憎蚤贼澡 造燥灶早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蚤灶 贼澡藻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噪灶藻藻 枣造藻曾蚤燥灶 蚤灶 皂葬造藻 早则燥怎责

体拉
伸直位
屈曲 猿园毅
屈曲 怨园毅
屈曲 员猿缘毅

左侧距离渊皂皂冤
原员猿援怨 依 缘援圆
园原员援园 依 圆援愿
园员远援园 依 猿援源
园圆远援怨 依 缘援苑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距离
右侧距离渊皂皂冤
原员源援怨 依 缘援怨
园原员援圆 依 猿援园
园员缘援圆 依 猿援愿
园圆苑援源 依 缘援怨

平均距离渊皂皂冤
原员源援缘 依 缘援源
园园员援园 依 猿援员
园员缘援远 依 猿援猿
园圆苑援圆 依 缘援远

圆援圆 陨栽月 宽度及厚度统计结果
男性组左尧 右侧 陨栽月 宽度为 渊员怨援远 依 员援园冤皂皂尧
渊圆园援园 依 员援园冤皂皂袁平均渊员怨援愿 依 园援怨冤皂皂曰女性组左尧右侧
陨栽月 宽度为 渊员愿援苑 依 园援愿冤皂皂尧渊员愿援远 依 园援苑冤皂皂袁 平均
渊员愿援苑 依 园援苑冤皂皂遥 将两组平均宽度行 贼 检验袁贼越苑援园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 提示男尧 女性两组 陨栽月 平均宽度存在差异
性袁男性组的 陨栽月 平均宽度大于女性组遥 男性组左尧
右侧 陨栽月 厚度为 渊员援园 依 园援员冤皂皂尧渊员援园 依 园援员冤皂皂袁平
均渊员援园 依 园援员冤皂皂曰女性组左尧右侧 陨栽月 厚度为渊园援怨 依
园援员冤皂皂尧渊园援怨 依 园援员冤皂皂袁平均渊园援怨 依 园援员冤皂皂遥将两组
平均宽度行 贼 检验袁贼越猿援苑苑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提示男尧女性
两组 陨栽月 平均厚度存在差异性袁男性组的 陨栽月 平均
厚度大于女性组遥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左侧夹角渊毅冤
原源援愿 依 员援园
原园援怨 依 员援园
园猿援圆 依 员援员
园苑援远 依 员援猿

陨栽月 与股骨长轴夹角
右侧夹角渊毅冤
原缘援猿 依 员援圆
原园援愿 依 园援怨
园圆援苑 依 员援员
园苑援圆 依 员援员

渊x 依 s袁灶越缘园冤

平均夹角渊毅冤
原缘援员 依 员援园
原园援愿 依 园援怨
园圆援怨 依 员援园
园苑援源 依 员援员

猿 讨 论
陨栽月 又称为髂胫韧带袁 是股外侧强大的腱性结
构袁临床上常被截取替代缺损的肌腱等咱员园暂袁近年来又
被作为膝关节交叉韧带及跟腱修复的材料咱员员暂遥 陨栽月杂
的病因可能是膝关节屈伸活动时 陨栽月 与股骨外侧髁
的反复摩擦撞击咱员圆暂袁所以了解膝关节不同屈伸状态下
陨栽月 的形态学特点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遥
在研究中发现袁两组受试者在膝关节由伸直位
向屈曲位变化过程中袁股骨外侧髁水平的 陨栽月 中心
点逐渐由股骨外侧髁前方向后方移动袁 当屈曲 猿园毅
时袁陨栽月 中心点与股骨外侧髁的距离最小袁几乎与外
侧髁重叠遥 同时当膝关节由伸直位向屈曲位变化过

女性组膝关节不同屈伸位置时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距离及 陨栽月 与股骨长轴夹角统计表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贼澡藻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 燥枣 陨栽月 葬灶凿 造葬贼藻则葬造 枣藻皂燥则葬造 糟燥灶凿赠造藻 葬灶凿 贼澡藻 葬灶早造藻 燥枣 陨栽月 造燥灶早 葬曾蚤泽 憎蚤贼澡 造燥灶早 枣藻皂燥则葬造 泽澡葬枣贼
蚤灶 贼澡藻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 燥枣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噪灶藻藻 枣造藻曾蚤燥灶 蚤灶 枣藻皂葬造藻 早则燥怎责

渊x 依 s袁灶越缘园冤

陨栽月 与股骨外上髁距离
陨栽月 与股骨长轴夹角
体拉
左侧距离渊皂皂冤 右侧距离渊皂皂冤 平均距离渊皂皂冤 云 值
左侧夹角渊毅冤
右侧夹角渊毅冤
平均夹角渊毅冤 云 值
孕值
孕值
伸直位
原员猿援圆 依 缘援园
原员源援圆 依 缘援怨
原员猿援苑 依 缘援猿 苑员源援苑 约园援园园员 原源援怨 依 园援愿 原源援愿 依 员援园 原源援怨 依 园援怨 员 源远圆援苑 约园援园园员
屈曲 猿园毅
园原员援园 依 猿援猿
园原员援缘 依 圆援怨
原园援源 依 园援愿 原园援源 依 园援怨 原园援源 依 园援愿
园原员援圆 依 猿援园
屈曲 怨园毅
园员缘援园 依 猿援愿
园员源援猿 依 猿援远
园猿援圆 依 员援员
猿援园 依 员援圆
猿援员 依 员援员
园员源援苑 依 猿援缘
屈曲 员猿缘毅 园圆源援缘 依 缘援苑
园圆苑援愿 依 缘援远
苑援缘 依 员援员
苑援远 依 员援员
园苑援远 依 员援猿
园圆源援苑 依 缘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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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袁陨栽月 长轴逐渐由股骨外侧髁后方向前方偏斜袁

当屈曲 猿园毅时袁陨栽月 长轴与股骨干长轴的夹角绝对值
最小袁 几乎与股骨长轴重合遥 以上结果可能提示院
陨栽月 的功能可能与膝关节屈伸位置有关系袁当膝关节

完全伸直到屈曲 猿园毅时袁陨栽月 位于股骨外侧髁的前方袁
主要起主动的伸膝的功能遥 当屈曲 猿园毅以上时袁陨栽月 相

对位于股骨外侧髁的后方袁主要起屈膝的作用遥
云葬蚤则糟造燥怎早澡 等咱员猿暂发现撞击范围发生在膝关节屈
曲 猿园毅左右袁大约相当于跨越步伐的初始阶段袁或者
跑步的最初阶段袁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 陨栽月杂 患者在
跨越初期感到疼痛最严重遥 本研究也证实膝关节屈
曲 猿园毅时袁陨栽月 几乎正好跨越股骨外侧髁袁 此时摩擦

撞击应力最大袁 故导致 陨栽月杂 患者疼痛最为严重遥
云葬则则藻造造 等咱员源暂发现自行车运动员相对于慢跑运动员袁
陨栽月 与股骨外侧髁摩擦的时间减少了大约 缘园豫袁并
且股骨外侧髁应力减少了 员苑豫耀员怨豫袁因为自行车运
动员蹬踩脚踏过程中袁膝关节大约从伸直位到屈曲
员猿缘毅往复运动袁屈曲程度跃猿园毅后袁陨栽月 主要就在股骨
外侧髁的后方袁 因此 陨栽月 受到的撞击应力明显减
少袁进而可能降低了 陨栽月杂 的发病率遥
以往在尸体标本上有较多的关于 陨栽月 宽度和
厚度的研究咱缘暂袁理论上尸体标本可能存在一定的脱
水故而可能导致测量结果偏小袁 但本研究通过 月 超
在健康志愿者身上测量结果也与之类似遥笔者认为这
有可能是因为 陨栽月 宽度和厚度均较小袁尤其是厚度仅
圆 皂皂 左右袁月 超探头测量的精度也在 园援员 皂皂袁 所以
本研究测量结果和尸体标本的测量结果基本一致遥
通过男女两组样本均数的比较提示院男性组 陨栽月 宽
度和厚度较女性组稍大袁这可能与男性普遍肌肉较
发达所致遥
本研究采用 月 超的方法测量了健康青年膝关
节不同屈伸程度下 陨栽月 的形态学参数袁这有助于理
解 陨栽月杂 的病因袁 但关于不同屈伸状态下 陨栽月 的对
于膝关节屈伸功能和维持阔筋膜张肌的张力等生
物力学等仍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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