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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应用于脊柱矫形可提升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

刘正蓬，王雅辉，明  颖，孙  贺

文题释义：
3D打印模板：应用3D打印技术制成，相较于传统技术，3D打印模板更符合人体解剖结构，生物相容性更好，可提供个性化设计，更利于
手术进行。随着人们对手术精度、微创性等要求的提高，3D打印模板在外科领域应用逐渐增加，应用前景广阔。
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包含社交活动、睡眠质量、日常活动、疼痛程度4个维度，分值高低与功能障碍程度呈正相关，可用于评价
脊柱畸形术后疼痛与功能障碍程度，其信度、效度均较高，对其进行评价可为患者预后情况提供一定参考。

摘要
背景：脊柱畸形矫形手术难点在于如何确定畸形椎体椎弓根位置，应用传统CT、X射线片检查等方法难以实现准确定位，影响手术效果。
而近期研究显示，计算机技术、3D打印模板在提高定位及置钉效果方面存在优势。
目的：探讨计算机设计联合3D打印模板应用于脊柱矫形对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6年2月至2019年2月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行矫形手术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73例进行前瞻性单盲随机对照试验，按随机数
字表分为2组。试验组36例矫形术中应用计算机设计联合3D打印模板，对照组37例采取常规矫形手术。比较两组手术情况、Cobb角纠正
率、置钉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后随访12个月，对比两组术前、术后12个月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
结果与结论：①试验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短，术中X射线透视次数、术中出血量较对照组少(P < 0.05)；②试验组Cobb角纠正率89%显著高于
对照组70%(P < 0.05)，试验组置钉成功率100%显著高于对照组81%(P < 0.05)；③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④
两组术后12个月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量表中社交活动、睡眠质量、日常活动、疼痛程度各维度评分较术前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P < 
0.05)；⑤提示计算机设计联合3D打印模板应用于脊柱矫形手术可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手术创伤，减少术中X射线透视次数，提升手术精度与
矫正效果，减轻术后功能障碍程度。
关键词：脊柱矫形；计算机；3D打印模板；功能障碍；Cobb角；置钉
缩略语：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ability index，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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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difficulty of orthopedic surgery for spinal deformity lies in how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 vertebral pedicle of the deformed vertebral 
body.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accurate positioning using traditional CT, X-ray examination and other methods, which affects the surgical effect. Recent research 
shows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three-dimensional (3D) printing templates hav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positioning and nail placemen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uter design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template on spinal orthopedics on surgical accuracy and corre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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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近年来，计算机技术、3D 打印模板在脊柱

矫形手术中应用逐渐增多，显示出了良好

的应用前景。此次研究联合应用两种方案

开展随机对照试验，探讨对脊柱矫形患者

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的影响，希望为临床

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功能障碍术后恢复程度为脊柱畸形手术治

疗的重要参考指标，与患者生活质量改善

情况有关，在探讨常规手术指标、并发症

情况的同时，对该指标进行分析，有助于

更全面地评价不同方法的治疗效果。

研究对象：

纳入脊柱畸形患者 73
例，按随机数字表分

为 2 组。

分组与方法：

(1) 试验组：矫形术中应用计算

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

(2) 对照组：常规矫形手术。

观察指标：

(1) 手术指标；

(2) Cobb 角纠正率、置

钉成功率；

(3)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4) 术前、术后 12 个月

Oswestry 功能障碍

指数。

模型建立：

(1)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之间并

无差异；

(2) 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

可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手术创

伤，减少术中 X 射线透视次数，

提升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减

轻术后功能障碍程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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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脊柱畸形可限制患者正常活动，病情严重者甚至可出

现顽固性腰背疼痛、直立行走困难、躯干前倾等，且脊柱异

位会压迫其他组织器官，影响患者消化、呼吸及神经系统功

能
[1-3]

。矫形手术为治疗脊柱畸形的重要方案，可矫正畸形，

促进功能恢复，改善生活质量，但手术难点为如何确定畸形

椎体椎弓根位置
[4-6]

。传统手术主要是依据 CT、X 射线片检

查等方法明确椎弓根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师自身经

验，不能实现准确定位，易出现置钉错误，手术时间较长，

术中出血量较大，增加手术创伤，影响患者术后恢复
[7-9]

。

近年来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计算机技术、3D 打印模板在矫

形手术中应用逐渐增多，可提升矫形效果，促进患者术后

恢复
[10-12]

。此外，功能障碍术后恢复程度为脊柱畸形手术

治疗的重要参考指标，与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具有密切

关系
[13-15]

，但目前临床关于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对

脊柱矫形患者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影响的研究较为鲜见。

此次研究选取 73 例行矫形手术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对其

随机分组加以探究，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前瞻性单盲随机对照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在承德医学

院附属医院骨科完成。

1.3   材料   植入物材料学特征见表 1。

1.4   对象   选择 2016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承德医学院附属

医院收治行矫形手术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 73 例进行前瞻性

单盲随机对照试验，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试验组 (n=36) 及对照

组 (n=37)。收集两组年龄、体质量、性别、病程、病变类型、

术前额状面 Cobb 角、侧凸部位等一般资料，经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P > 0.05)。此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①先天性椎体发育不良或半椎体畸形造成的

脊柱侧凸与后凸畸形，致使置钉困难者；②青少年特发性脊

柱侧凸；③脊柱结核等疾病造成的脊柱侧凸者；④强直性脊

柱炎造成的脊柱侧凸与后凸畸形者；⑤自愿接受矫形手术治

疗，知晓此次研究，自愿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严重骨质疏松者；②先天性椎弓根发育不

良，不适合拧入椎弓根钉者；③椎弓根骨折者；④既往存在

脊柱手术史者；⑤合并肝肾功能严重异常、凝血功能障碍、

脊柱肿瘤者。

1.5   方法   两组均采取脊柱矫形手术，手术操作均由同一组

医师完成。

1.5.1   对照组方法   采取常规矫形手术，手术操作与试验组

一致，但不实施术前计算机设计与 3D 打印模板制作，依据

CT、X 射线扫描结果确定纠正度数、范围。

1.5.2   试验组方法   在术中应用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

①采集病变脊柱数据：于术前采取 CT 扫描，明确病变脊柱，

将扫描数据传输至 Mimics 21.0 软件，获取脊柱三维重建图像，

并以 STL 格式输出实施计算机辅助设计。②计算机设计：以

Mimics 软件对二维平面图像实施处理，创建脊柱模型，并以

STL 格式输出后应用 AutoCAD 软件自动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

设计；分析脊柱解剖模型，同正常脊柱解剖模型实施对比与

点云分析等，掌握脊柱结构，精准测量解剖模型，确定脊柱

上下端椎、侧凸 Cobb 角、中立椎，明确矫形范围。测量每一

椎体各椎弓根外倾与头倾角度、长度及截面积，对需采取截

骨椎体节段再测定需截骨位置与范围；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对

各个脊椎椎弓根螺钉准确的进钉角度、位置与安全范围实施

辅助定位；按照测定结果于计算机上设计外科手术过程，并

METHODS: A prospective sing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was performed in 73 patients with spinal deformities undergoing orthopedic surgery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e Medical College from February 2016 to February 2019.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the trial group (n=36), computer design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template was used in orthopedic surgery. In the control group (n=37), 
conventional orthopedic surgery was applied. The operation situation, the correction rate of Cobb angle, the success rate of nail placement,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in the two groups. Follow-up was performed for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operation time of the tri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intraoperative X-ray 
fluoroscopy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ere less in the trial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The correction rate of Cobb angl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rial group (89%)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0%) (P < 0.05). The success rate of nail place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rial 
group (100%)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1%) (P < 0.05). (3)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4) The scores of social activities, sleep quality, daily activities, and pain in each dimension of th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of the two groups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and those scores in the tri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5)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puter design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templates for spinal orthopedic surgery can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reduce surgical trauma, reduce the number of intraoperative X-ray fluoroscopy, improve surgical accuracy and correction effect,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postoperative dysfunction.
Key words: spinal orthopedics; computer; 3D printing template; dysfunction; Cobb angle; nail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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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项目 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

生产厂家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型号 WGB1Z-1
批准号 20173464404
材质 TC4 钛合金

适应证 脊柱胸腰椎后路内固定

生物相容性 生物相容性良好

产品标注的不良反应 骨吸收或骨密度降低、延迟融合或不融合、植入物松动、
异体反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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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椎弓根定位辅助模板和矫形棒弧度；对脊柱后凸畸形患

者设计时可同时辅助截骨矫形定位模板；于计算机上预先模

拟手术流程，了解矫形效果，若观察效果满意，则使用 3D 打

印技术创建出光敏树脂材料辅助模板，实施消毒备用。③手

术操作：仰卧位，行后正中切口，充分显露脊柱；各椎体棘

突后与双侧小关节显露后，施行椎弓根定位模板安装，注意

使模板与双侧椎板、棘突相嵌合，依据模板明确椎弓根进钉

方向与进钉点，由模板进钉孔内应用尖椎定位，以开路器开路，

并钻出钉道，侧凸两侧放入椎弓根螺钉；而后对比双侧矫形

棒模板，预弯金属棒，实施安装及旋转，将螺钉撑开，并拧

紧固定 ( 置钉图片见图 1)。采取常规凸侧植骨，横突需去除

皮质骨，而后破坏部分小关节，进行自体骨植入，摆放于关

节突和横突间，实施选择性融合，其上融合椎一般为上端椎

上一椎体，下融合椎是稳定椎抑或其上一椎体。脊柱后凸畸

形患者以辅助截骨模板明确截骨角度、位置、范围等，采取

截骨；若合并胸廓畸形可采取胸廓成形术，将高突肋骨切除。

术后两组均置管引流，闭合切口。

1.6   主要观察指标   所有评估指标均采用单盲法评价 ( 评价者

盲 )。具体指标如下：①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间、术中 X 射

线透视次数、术中出血量等；② Cobb 角纠正率：Cobb 角纠

正率 =( 术后 Cobb 角 - 术前 Cobb 角 )/ 术前 Cobb 角 ×100%；

③置钉成功率：依据 CT 扫描情况判定置钉成功率，螺钉突出

椎弓根皮质≤ 2 mm 判定为置钉成功
[16]
；④术后 12 个月内并

发症发生情况，包括螺钉松动、感染、深静脉血栓、脑脊液

漏等；⑤术前、术后 12 个月功能障碍情况，以 Oswestry 功

能障碍指数 (Oswestry dability index，ODI) 施行评价，包含社

交活动、睡眠质量、日常活动、疼痛程度 4 个维度，各维度

分值范围 0-5 分，分值越高功能障碍越严重
[17]
。

1.7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实施处

理，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n/% 表示，

行χ 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行矫形手术治疗脊柱畸形的患者

73 例，随机分为 2 组，患者术后均完成 12 个月随访，全部

纳入结果分析，无病例脱落。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2.3   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 年龄、体质量、性别、

病程、病变类型、术前额状面 Cobb 角、侧凸部位等 ) 均衡

可比 (P > 0.05)，见表 2。

2.4   手术情况   试验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短，术中 X 射线透

视次数、术中出血量较对照组少 (P < 0.05)，见表 3。

2.5   Cobb 角纠正率、置钉成功率   试验组 Cobb 角纠正率、

置钉成功率均高于较对照组 (P < 0.05)，见表 4。

2.6   并发症   试验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5。

2.7   功能障碍程度   两组术前 ODI 量表中社交活动、睡眠质

量、日常活动、疼痛程度各维度评分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经随访，无脱落病例，两组术后 12 个月 ODI

量表中社交活动、睡眠质量、日常活动、疼痛程度各维度评

分较术前降低，且试验组低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6。

表 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指标 试验组 (n=36) 对照组 (n=37) t/χ 2
值 P 值

年龄 ( 岁 ) 14-54
(31.27±4.52)

13-53
(30.84±5.13)

0.380 0.705

体质量 (kg) 42-89
(61.75±6.39)

43-89
(62.46±6.80)

0.459 0.647

性别 ( 男 / 女，n) 21/15 23/14 0.112 0.738
病程 ( 年 ) 1-8(3.94±1.21) 1-7(3.72±1.18) 0.787 0.434
病变类型 (n/%) 1.250 0.741
  椎体结核造成的脊柱侧凸 1/3 0/0
  强直性脊柱炎造成的脊柱侧凸 7/19 8/22
  先天性椎体发育不良或半椎体畸

  形造成的脊柱侧凸与后凸畸形

11/31 13/35

  特发性脊柱侧凸 17/47 16/43
术前额状面 Cobb 角 (°) 45-139

(96.73±4.86)
49-136
(95.84±5.02)

0.769 0.444

术前脊柱后凸角 (°) 40-94
(70.92±8.14)

38-95
(69.47±7.93)

0.771 0.443

侧凸部位 (n/%) 1.948 0.583
  胸腰双凸 10/28 7/19
  腰段侧凸 4/11 6/16
  胸腰段侧凸 7/19 11/30
  胸段侧凸 15/42 13/35

表 3 ｜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x-±s)
Table 3 ｜ Comparison of surgical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手术时间 (min) 术中 X 射线透视次数 ( 次 ) 术中出血量 (mL)

试验组 36 261.72±25.48 4.94±0.75 1 040.53±58.69
对照组 37 334.38±31.79 8.46±1.28 1 843.17±76.50

t 值 10.757 14.284 50.196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表 4 ｜两组 Cobb 角纠正率、置钉成功率比较                  (n/% )
Table 4 ｜ Comparison of correction rate of Cobb angle and success rate of 
nail placement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 Cobb 角纠正率 置钉成功率

试验组 36 32/89 36/100
对照组 37 26/70 30/81

χ 2
值 3.874 5.509

P 值 0.049 0.019

表 5 ｜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
Table 5 ｜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螺钉松动 感染 深静脉血栓 脑脊液漏 总发生率

试验组 36 1/2.78 1/2.78 0/0.00 0/0.00 2/6
对照组 37 2/5.41 2/5.41 1/2.70 1/2.70 6/16

χ 2
值 1.173

P 值 0.279

表 6 ｜两组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比较                        (x-±s)
Table 6 ｜ Comparison of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 社交活动 睡眠质量 日常活动 疼痛程度

试验组 36 术前 2.63±0.51 2.29±0.45 3.31±0.64 2.37±0.58
术后 12 个月 0.97±0.34ab 0.52±0.26ab 0.74±0.20ab 0.57±0.19ab

对照组 37 术前 2.54±0.57 2.36±0.50 3.22±0.57 2.29±0.54
术后 12 个月 1.22±0.41b 0.76±0.31b 0.92±0.23b 0.81±0.25b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1；与同组术前对比，

b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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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试验组典型病例   试验组患者，男，

31 岁，入院后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造

成的脊柱侧凸，于矫形术中应用计算机

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经术后 12 个月

随访显示，无螺钉松动、脑脊液漏等不

良事件，手术矫正效果良好。手术前后

图片见图 3。

3   讨论   Discussion
脊柱畸形患者常伴随脊柱后凸、

侧凸、椎体旋转、椎体形成不全等畸

形，后路手术过程中解剖标志定位难度   

大
[18-20]

。采取常规手术虽手术操作相对

简单，适应证较广，但其主要依靠 CT、
X 射线片明确病变情况与解剖位置，重

图注：图 A 为术前正位 X 射线片；B 为术前侧位 X 射线片；C 为术前 CT 冠状位重建；D 为术前

CT 矢状位重建；E 为术前 MR 矢状位片；F 为术前模型前视图；G 为术前模型左视图；H 为术前

模型后视图；I 为术后正位 X 射线片；J 为术后侧位 X 射线片

图 3 ｜男性 31 岁强直性脊柱炎脊柱侧凸患者矫形术中应用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治疗的

相关图片

Figure 3 ｜ Images of a 31-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ankylosing spondylitis scoliosis during 

orthopedics with computer design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template

A B C D E

F G H I J

建图片难以提取单个椎骨形态，且导出

平面图像无法转动观察，直观性较差，

难以全方位了解脊柱畸形情况，以及于

术中实时监测、量化定位、精准判断脊

柱畸形病情程度与脊椎骨质结构、解剖

结构等情况
[21-22]

；同时，由于解剖标志

缺乏，亦无法精准判定椎弓根螺钉置入

情况与具体位置，置钉失败率较高，并

易造成血管、脊髓、神经根损伤，影响

矫形效果；此外，术中应用 X 射线反复

照射，也存在辐射风险高的缺陷
[23-25]

。

如何有效提升手术精度、降低置钉失败

率一直是脊柱外科医生关注的重点。

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计算机

技术、3D 打印模板等新兴技术在脊柱

外科手术中应用逐渐增多。有关研究报

道，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应用于脊柱手

术中可实现立体定位，规避重要解剖结

构，保障手术安全
[26-28]

。亦有研究指出，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脊柱手术中可实现

更为精确的置钉，提升手术安全性，减

轻手术创伤，且矫形效果较好
[29-31]

。但

关于二者联合应用于脊柱手术的研究报

道尚较少，仍需大量研究论证支持。此

次研究显示，试验组手术时间短于对照

组，术中 X 射线透视次数、术中出血量

低于对照组，Cobb 角纠正率、置钉成

功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应用计算机设计

联合 3D 打印模板可缩短手术时间，减

轻手术创伤，减少术中 X射线透视次数，

提升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分析其原因

为：①计算机技术辅助下可精确测定侧

凸角度，对矫形进行模拟，依照脊柱生

理曲度合理设计需矫形节段与范围，确

定有无必要截骨，尽可能降低术中判断

误差发生风险，缩短手术时间，且 3D

打印模板的使用可减少不必要的术中进

钉前与进钉时影像学观察过程，有助于

进一步缩短手术时间；②计算机技术辅

助下可导出三维图像，于电脑上显示出

模型三维形态，实施多角度观察，并对

图像采取分割处理，清晰重建各个椎体

立体三维形态，测定椎弓根进钉点深度、

角度、具体位置等精确参数，为术中操

作提供精确数据，且通过计算机技术设

计术中置钉模板，可为医师术中确定进

钉点提供依据，同时，3D 打印模板的

应用可通过个性化设计，进一步提升置

钉成功率，提升矫形效果，降低术中神

经、血管损伤；③两者的应用可为术中

操作提供有力依据，减少术中透视，减

轻对患者的辐射损害
[32-34]

。

近年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逐

渐提高，要求手术在具有确切疗效同时

还可减少并发症，改善术后生活质量，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已成为现代医学的重

要课题
[35-37]

。ODI 量表可评价脊柱畸形术

后疼痛与功能障碍程度，信度、效度均

较高
[38-40]

。此次研究发现，试验组术后

12 个月 ODI 量表中社交活动、睡眠质量、

日常活动、疼痛程度各维度评分低于对

照组，表明应用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

模板可降低术后功能障碍程度，有助于

图 1 ｜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术中置钉图片

Figure 1 ｜ Images of 

pedicle screw placement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computer design combined 

with 3D printing template

纳入行矫形手术治疗脊柱畸形的患者 73 例，随机分为 2 组

试验组 36 例矫形术中应用计算机设

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

对照组 37 例应用常规矫形手术，按
CT、X 射线结果确定纠正度数、范围

试验组 36例患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对照组 37例患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图 2 ｜两组患者分

组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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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推测其原因为计算机技术辅助下置钉成

功率更高，矫形效果更好，进而有助于减轻术后功能障碍程度。

此次研究中试验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略低于对照组，但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关。

综上，脊柱矫形手术中应用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

板可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创伤，减少术中 X 射线透视次

数，提高手术精度与矫正效果，减轻术后功能障碍程度。但

计算机设计联合 3D 打印模板在外科手术中应用时间较短，

关于术中如何更高效地将 CT 数据转换成计算机辅助设计实

体模型，设计更为安全、高质量、价格低廉的导航模板仍是

临床研究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致谢：感谢课题组成员张义龙、孙志杰、徐昆、李哲、付金利、曹胜对

文章的指导。

作者贡献：刘正蓬负责试验设计，王雅辉负责试验实施，孙贺负责评估，

明颖负责随访。

经费支持：该文章接受了“2015 年承德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

(20157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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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冲突：文章中治疗干预手段采用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文章的全部

作者声明，没有接受该器械的任何资助，在课题研究和文章撰写过程，不存

在利益冲突。

机构伦理问题：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承德医学院

附属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 ( 审批时间：2015-09-08)。手术主刀医师为

主任医师，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具备脊柱矫形手术资质要求。

知情同意问题：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及其家属为自愿参加，均对试验过

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写作指南：该研究遵守《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报告指南》(CONSORT
指南 )。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专业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行 3 次查重。

文章外审：文章经小同行外审专家双盲外审，同行评议认为文章符合期

刊发稿宗旨。

生物统计学声明：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生物统计学

专家审核。

前瞻性临床研究数据开放获取声明：文章作者同意：①可以在一定范围

内开放研究参与者去标识的个体数据；②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共享文章报

告结果部分的去标识个体基础数据，包括正文、表、图及附件；③可以在一

些情况下开放研究方案和知情同意书等相关文档；④全文开放获取数据的时

间是从文章出版后即刻，并无终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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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用途。 

4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SCHeeR JK, KeeFe M, LAFAge V, et al. Importance of patient reported 

individualized goals when assessing outcomes for adult spinal deformity(asd):initial 
experience with a patient generated index(PGI). Spine J. 2017;17(10):1397-1405.

[2] 张国志 , 邓永成 , 陆晓涛 . 近端经皮椎弓根钉固定联合远端开放截骨矫
形术治疗脊柱畸形 [J].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2018,39(9):56-61.

[3]  KYRÖLÄ K, RePO J, MeCKLIN JP, et al. Spinopelvic changes based on the 
simplified srs-schwab adult spinal deformity classification:relationships with 
disability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adult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degenerative spinal disorders. Spine. 2018;43(7):497-502.

[4] 王文刚 , 夏磊 , 罗明 , 等 . 椎弓根置钉导向器在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矫形
手术中的应用 [J]. 中国脊柱脊髓杂志 ,2019,29(5):407-413.

[5] 张小威 , 崔赓 , 王铀 .CT 导航辅助下椎弓根置钉术在椎体旋转型脊柱畸
形矫正术中的应用研究 [J]. 西北国防医学杂志 ,2018,39(1):28-31.

[6] 邵杰 . 机器人辅助导航与电子探测器导航在脊柱畸形矫正术中的临床
应用 [D]. 上海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 第二军医大学 ,2017.

[7] 蒋维利 , 牛国旗 , 周功 , 等 .3D 打印技术辅助成人脊柱侧后凸畸形的术
前规划及应用价值 [J]. 中国骨伤 ,2020,33(2):99-105.

[8] 荆林凯 , 王贵怀 , 孙振兴 , 等 .O 型臂 3D 导航辅助置钉技术在脊髓脊柱肿
瘤术中重建脊柱稳定性的应用 [J].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2019,35(7):676-680.

[9] 陈龙 , 海涌 , 关立 , 等 . 机器人辅助置入与徒手置入椎弓根螺钉的对比
研究 [J]. 中国骨与关节杂志 ,2017,6(10):730-736.

[10] JI H, DU W, XU C, 等 . 计算机辅助截骨术指导和预弯钛板改善面部不对
称矫正手术的规划 [J].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2019,17(2):158.

[11] 杨宇 , 刘大鹏 , 程奎 , 等 . 应用 3D 打印截骨导航模板进行胫骨截骨矫
形的实验研究 [J]. 中国数字医学 ,2017,12(1):58-60.

[12] 郑兵 , 李彬 , 田联房 , 等 . 脊柱手术个性化椎弓根螺钉的计算机辅助设
计 [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8,54(4):218-224.

[13] 包同新 , 王宇峰 , 郭文杰 , 等 .Wiltse 入路与后正中入路 TLIF 术式对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疗效及 CK 水平、NRS、ODI 评分的影响比较 [J]. 临
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8,17(4):354-357.

[14] BOKSHAN SL, gODZIK J, DALTON J, et al. Reliability of the Revised 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22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Questionnaires in 
Adult Spinal Deformity When Administered by Telephone. Spine J. 2016;16(9): 
1042-1046.

[15] SCHEER JK, PASSIAS PG, SOROCEAN AM,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cervical sagittal deformity and inferior outcomes at 2-year 
follow-up in patients with adult thoracolumbar deformity:analysis of 182 
patients. J Neurosurg Spine. 2016;24(1):108-115.

[16] 王铀 , 崔赓 , 张永刚 , 等 . 脊柱畸形手术术中 CT 导航与徒手椎弓根置
钉准确性比较 [J].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 ,2015,36(6):595-598.

[17] 杨庆红 , 李宝田 , 李欣 , 等 . 独活寄生汤加减离子导入对椎间盘突出症脊
柱内镜术后康复和残余症状的影响 [J]. 中医学报 ,2017,32(6):1082-1085.

[18] 姚欣强 , 张晋元 , 王海明 , 等 . 虚拟现实平台在脊柱畸形截骨矫形手术
中的应用 [J].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2018,26(9):850-854.

[19] 杨勇 . 脊柱畸形矫正手术中应用计算机辅助技术结合 3D 打印模板的价
值分析 [J]. 中国伤残医学 ,2017,25(17):16-17.

[20] 任鹏飞 , 矫健航 , 张善勇 , 等 .3D 打印脊柱后凸模型体外模拟截骨在脊
柱后凸畸形矫形手术的应用效果分析 [J]. 中华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2019, 
12(6):410-413.

[21] 丛琳 , 朱海涛 , 崔璀 , 等 . 机器人辅助皮下经肌间置钉技术微创治疗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病例报告 [J]. 中华骨科杂志 ,2018,38(22):1392-1394.

[22] 余定华 , 李科 , 廖世亮 .3D 打印技术在脊柱个体化手术中的应用进展 [J].
医学综述 ,2020,26(2):326-330.

[23] 郝申申 , 刘志斌 , 王飞 , 等 .3D 打印导航模板在脊柱侧凸矫形术中的初
步应用 [J]. 临床误诊误治 ,2018,31(6):56-59.

[24] 黄飞强 , 冯华龙 , 何升华 .3D 打印技术在退行性脊柱侧凸矫形中的运用
[J]. 实用骨科杂志 ,2018,24(8):710-714.

[25] 翟功伟 , 高延征 , 高坤 , 等 . 脊柱机器人辅助与传统后路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矫形术治疗脊柱侧凸的效果比较 [J].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 
2019,33(7):636-640.

[26] 伍涛 , 颜学亮 , 曹奇 , 等 .3D 打印定向导板联合低剂量氨甲环酸治疗脊
柱畸形 [J]. 实用医学杂志 ,2020,36(10):1334-1339.

[27] 胡超 , 史瑞超 , 周天宝 , 等 . 计算机三维重建与 3D 打印技术在儿童脊
柱侧弯手术中的应用 [J]. 中国数字医学 ,2019,14(10):71-73.

[28] 齐鹏 , 崔赓 . 导航系统在脊柱微创手术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J]. 中国骨与
关节杂志 ,2018,7(10):52-57.

[29] 刘正蓬 , 王雅辉 , 褚立 , 等 .3D 打印技术辅助椎弓根螺钉置入治疗胸腰
椎骨折的临床分析 [J]. 实用骨科杂志 ,2018,24(11):970-974.

[30] WILCOX B,MOBBS RJ,WU AM, et al.Systematic review of 3D printing in spinal 
surgery:the current state of play. J Spine Surg. 2017;3(3):433-443.

[31] 刘少华 , 梅海波 , 叶卫华 , 等 .3D 打印技术在先天性脊柱侧弯矫正手术
中的应用价值 [J]. 医学临床研究 ,2019,36(1):59-61.

[32] 周驰雨 , 张莹 , 初同伟 . 计算机辅助术前矫正模型设计结合 3D 打印技
术在脊柱畸形治疗中的应用 [J].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 ,2019,36(2):67-71.

[33] 李良生 , 芮钢 , 林山 .3D 打印技术在脊柱畸形矫正手术中的应用进展 [J].
中国骨科临床与基础研究杂志 ,2017,9(6):370-378.

[34] 王虹 , 丁焕文 , 刘宝 , 等 . 计算机辅助技术联合 3D 打印模板在脊柱畸
形矫正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 ,2016,34(4):392-396.

[35] HART RA,HIRATZKA J,KANE MS,et al. Stiffness after pan-lumbar 
arthrodesis for adult spinal deformity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act patient 
functional status or satisfaction irrespective of proximal endpoint. Spine. 
2017;42(15):1151-1157.

[36] 曾昌淳 , 朱泽章 , 王斌 , 等 . 经骶 2 骶髂螺钉固定的退变性侧后凸畸形
患者骨盆入射角变化及其生活质量评估 [J]. 中华骨科杂志 ,2019,39(16): 
982-991.

[37] 叶青 , 陈建庭 . 后路半椎体切除联合椎弓根钉棒系统内固定对先天性
脊柱侧凸患者术后 Cobb 角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 
2017,32(10):1132-1133.

[38] DeMIRKIRAN g, THeOLOgIS AA, PeKMeZCI M, et al. Adult spinal deformity 
correction with multi-level anterior column releases:description of a new surgical 
technique and literature review. Clin Spine Surg. 2016;29(4):141-149.

[39] 应辉 , 李增春 . 后路长节段固定治疗成人退行性脊柱畸形的疗效及其
远端并发症 [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17,16(23):2353-2356.

[40] YOSHIDA g, KUROSU K, YAMATO Y, et al. Novel measurement technique for 
the sagittal vertical axis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adult spinal deformity. 
Asian Spine J. 2017;11(2):190-197.

研究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