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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析在脊柱侧凸矫形中的应用优势

周  晨 1，邢文华 2

文题释义：
3D打印技术：是一种数字化三维重建及快速成型技术，也称为快速原型制作。它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其描述了一种以计算机辅助设计

为基础，通过逐层方式来构建产品的过程。

有限元分析：是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进行模拟。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的问题后再求解，主要用于对可能难以获得解

析的复杂结构和系统进行应力分析。

摘要
背景：脊柱侧凸是脊柱外科中常见的脊柱畸形疾病，常好发于许多儿童和青少年。严重的脊柱侧凸给患者带来身体与心理上的伤害，接

受适当的手术治疗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目的：文章综述了3D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析的研究背景及发展，总结并归纳了3D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析的广泛使用推动了脊柱外科矫形

的发展。

方法：以“Scoliosis，3D printing，finite element analysis”为英文检索词，应用计算机在PubMed数据库检索2000至2020年的相关文献共
200篇；以 “脊柱侧凸、3D打印、有限元分析”为中文检索词，应用计算机在知网数据库检索2000至2020年的相关文献共11篇。文章对
3D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析应用于脊柱侧凸矫形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结果与结论：文章最终纳入52篇进行综述分析。①3D打印技术可以有效结合有限元方法模拟脊柱矫形手术，以预测、分析植入物及相邻

结构之间的应力变化，辅助医务人员进行术前规划并指导手术过程，减少术中出血及降低相应并发症的风险；②3D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

析具有一定局限性，其成本价格相对昂贵，且还未形成完整的数据库，可能会为患者的治疗带来一定的影响；③总之，3D打印技术与有

限元方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两者对于脊柱侧凸矫形具有重要的贡献，其在医学领域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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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coliosis is a common spinal deformity disease in spinal surgery, which often occurs in man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evere scoliosis bring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amage to patients, and receiving appropriate surgical treatment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summarize 
and conclude that the widespread us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pinal orthoped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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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通过构建脊柱侧凸

3D 打印模型模拟手

术，有效缩短了手

术时间，改善了畸

形的矫正，减少了

失血量，并降低了

神经血管受损的风

险。

研究目的：

文章重点讨论了

3D 打印与有限元

分析对于脊柱侧

凸矫形手术的重

要作用，并总结

了两者在脊柱侧

凸矫形应用中的

优点及局限性。

意义：

(1) 3D 打印技术和有限元分析方

法的结合与应用，可以更好地

反映脊柱侧凸稳定性的生物力

学变化；

(2) 文章希望通过对 3D 打印与有

限元分析的研究总结，可以为

脊柱侧凸矫形治疗提供更成

熟、更安全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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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脊柱侧凸又称为脊柱侧弯，是指脊柱形态上发生了一种

复杂的三维畸形改变。简单来说，脊柱侧凸就是脊柱发生了

三维空间的弯曲，包括了冠状面上的侧弯、矢状面上生理性

前凸和后凸角度的增加或减少及在横轴位上椎体的旋转。该

畸形多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类型多为特发性
[1]
。通

过使用 Cobb 角测量方法，Cobb 角≥ 10° 可成为诊断脊柱侧

凸的依据
[2]
。脊柱侧凸使患者的身体形态受到影响，导致患

者身材矮小伴有腰背部的疼痛，在严重情况下甚至还会出现

心脏及肺功能障碍等症状
[3]
。严重的脊柱侧凸 (Cobb ≥ 40°)

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还会给患者带来心理障碍，

给患者家属带来负面情绪，并给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严重的心

理创伤
[4-5]

。因此，严重的脊柱侧凸患者应接受适当的手术

治疗。由于手术难度较大、风险较高，并且容易发生术后并

发症，术前对脊柱侧凸畸形具体形态的评估，选择合理的手

术方式，制定出个体化完美的手术方案成为治疗的关键。

随着数字化三维重建及快速成型技术和有限元分析方法

在医学领域中的逐渐应用，人们开始认识到 3D 打印技术可

以快速模拟脊柱模型而有限元分析方法更是能够准确还原人

体脊柱结构并进行相关的力学分析，其可有效地弥补 3D 打

印模型的不足，同时 3D 打印的快速成型弥补了有限元分析

的非具现化能力，为脊柱畸形手术规划提供直观的模型。总

之，两者的结合既可以弥补彼此的不足还能够成为脊柱畸形

矫形的必要及实用性工具。

文章就三维 (3D) 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析方法在脊柱侧

凸矫形中应用及进展进行综述。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应用计算机检索 PubMed 数据库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 2000 至 2020 年出版的文献，英文检索

词为“scoliosis，3D printing，finite element analysis”；中文

检索词为“脊柱侧凸、3D 打印、有限元分析”。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论述脊柱侧凸矫形治疗的文章；②论述

3D 打印应用于脊柱侧凸矫形的文章；③论述有限元分析应

用于脊柱侧凸矫形的文章。

1.2.2   排除标准   排除重复性研究和与文章内容不相关的研究。 

METHODS: Using “Scoliosis, 3D print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s the English search term, a computer was used to retrieve 200 related documents from 
2000 to 2020 in the PubMed database; “Scoliosis, 3D print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ere used as Chinese search terms, a computer was used to retrieve 11 
related documents from 2000 to 2020 in CNKI databa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pplied 
to scoliosis correction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 Finally, 52 articles were included for review and analysis. (1)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combine finite element 
methods to simulate spinal orthopedic surgery to predict and analyze the stress changes between implants and adjacent structures, assist medical staff in 
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guide the surgical process, and reduc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orresponding complications. (2)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their cost is relatively expensive, and a complete database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which ma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3) In short, although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have shortcomings, they hav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scoliosis correction,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the medical field are worth looking forward to.
Key words: bone; spine; scoliosis; orthopedics; 3D print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implants; bio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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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质量评估   通过计算机检索与手工检索，按入选标

准进行人工筛选，排除与主题相关性差及重复、陈旧的文献。

1.4   数据的提取   研究文献由相互独立的 2 人提取并通过多

次讨论解决分歧，信息记录侧重于 3D 打印技术与有限元分

析应用于脊柱侧凸矫形的研究进展。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检索结果   文章最终纳入 52 篇文献进行综述，纳入

研究的文献包括研究原著、综述、临床试验和述论等。文献

检索流程见图 1。

2.2   3D 打印

2.2.1   3D 打印历史发展背景   3D 打印是一种数字化三维重建

及快速成型技术，也称为快速原型制作 (RP)。它是一种增材

制造技术，其工作原理是从头开始构建模型，然后逐层沉积

材料
[6]
，它描述了一种以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为基础，通过

逐层方式来构建产品的过程。与注射成型等传统制造工艺相

比，3D 打印进入了设计自由化的时代，并能够快速生产出具

有复杂几何形状的定制对象。3D 打印的主要优点之一是能够

以方便、经济高效的方式将概念产品直接转换为最终产品，

它有效地消除了产品开发的中间阶段，并且随后通过减少材

料和人工费用而节省了资金，从而在总体上降低了成本
[7]
。

3D 打印在 1980 年代后期首次使用，将计算机辅助设计

的精确度与功能应用于制造业，利用该技术，可以快速生产

出能够准确代表工程师草图的原型。随后该技术被飞机和汽

车工业迅速采用，以快速生产原型零件。1987 年出现了第一

台商用 3D 打印机，这显著增加了使用快速原型制作的机会
[8]
。

最近十年 3D 打印被投入到医学应用中。目前，立体光刻、多

喷射建模、选择性激光烧结、粘结剂喷射和熔融沉积建模等

PubMed 数据库 200 篇

初筛文献 211 篇

中国知网数据库 11 篇

合并后去重 0 篇

复筛文献 100 篇

阅读题目及摘要排除 111 篇

最终纳入文献 52 篇

阅读全文排除 48 篇：

包括与文章主题无关的文献、研究

质量较差的文献及重复性研究

图 1 ｜文献检索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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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仍在临床研究中不断探索
[7]
。

2.2.2   3D 打印临床应用   在过去的 10 年中，随着医疗卫生研

究人员越来越多地利用 3D 打印技术在生物制造方面的独特

灵活性，使得 3D 打印的使用率不断提升，并在医疗应用中

变得越来越普遍
[9]
。

在医学外科领域，3D 打印的生物模型可应用于以下方

面：颌面外科手术中眼眶和下颌骨的重建；神经外科中颅面、

颅底和颈椎重建；骨科手术中骨固定板的预制及骨病变的切

除；心胸外科手术和心脏移植术中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和

变异气管支气管的绘制；泌尿外科中肾脏肿瘤部分肾切除术

的模拟；耳鼻喉手术中额窦缺损的骨形成性皮瓣重建以及一

般外科手术中肝切除和肝移植等。

在医学的其他领域，3D 打印有助于法医进行复杂的临

床诊断，改革解剖学教育，帮助规划 Charcot 足病变的修复，

定制牙科种植体及生产针对患者的 3D 打印药物并在再生医

学中设计并组装组织支架等
[10]
。此外，3D 打印还可为不同

的手术患者定制合适的植入物，以便提高定制植入物的快速

生产效率。在教育方面，3D 打印的触觉生物模型可用于对

患者及外科学员进行相关医疗培训。

2.3   有限元分析

2.3.1   有限元分析历史背景介绍   有限元分析 (Finite Element 
Analysis，FEA) 是利用数学近似的方法对真实物理系统 ( 几何

和载荷 ) 进行模拟。有限元分析是用较简单的问题代替复杂

的问题后再求解。有限元分析是应力分析的重要分析方法之

一，主要用于对可能难以获得解析的复杂结构和系统进行应

力分析
[11]
。

有限元分析法是于 70 年前开发的分析方法，可用于评

估航天、汽车及建筑等诸多行业中的复杂结构的设计，解决

土木和航空工程中存在的复杂结构问题，以维护各行业的安

全性为目的。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有限元分析的应用正在

迅速渗透到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在 30 多年的研究分析中，

研究人员证实了有限元分析在解决骨科生物力学问题和心室

系统问题上具有巨大的潜力
[12]
，与动物模型实验和力学实验

相比，有限元分析更容易提供完整的现场数据并且可以用来

快速、经济地研究许多变量的影响因素
[13]
。近年来，随着成

像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力学研究更为精

确，为特定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加有效的策略。

2.3.2   有限元分析临床应用   近年来，随着有限元分析的应

用广泛涉及医学领域，尤其是外科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人

员通过合理地使用成像技术与有限元分析结合来解决难以克

服的医学难题。如今，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力学的发展，

基于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的有限元分析可以广泛应用于股骨

的力学分析，对交通事故后股骨的骨折模型和关节置换后的

应力分布进行模拟
[14]
；基于 CT 的有限元分析还可以比较普

通脊柱和髋部骨折与骨质疏松型骨折之间的区别并对骨折的

风险进行评估
[15]
；有研究根据临床 CT 图像，构建了精确的

3D 上颌犬模型
[16]
，使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不同牙齿运动的

正畸力进行了计算，从而得出最佳正畸力；有研究发现了基

于定量 CT 的有限元分析 (QCT/FEA)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评估骨

质强度和硬度的工具，因为它可以考虑到脊柱椎体的准确几

何形状、结构和异质性分布
[17]
。对于腰椎椎体，QCT/FEA 比

单纯 QCT 测量的骨矿物质密度更加准确，可用于临床骨质强

度的评估。

有限元分析是一项评估物体承受载荷时变形和应力的技

术。在临床外科中使用有限元分析进行的生物力学研究可以

帮助阐明不同骨结构的复杂生物力学特性，包括不同条件下

的应力、应变性和载荷
[18]
。在口腔医学中，由于牙齿结构的

复杂性使得计算牙齿种植体周围骨骼中的咬合力和种植体内

部的应力变得困难，而通过使用有限元分析的力学评估能力

成功预测了实际情况下结构内的应力和应变性
[19]
。有研究总

结了有限元分析在评估肱骨近端骨折中的应用，介绍了有限

元分析如何研究应变性和应力分布以及植入物与肱骨骨骼之

间的载荷转移
[20]
。

2.4   脊柱侧凸矫形的应用进展

2.4.1   3D 打印在脊柱侧凸矫形中的应用   3D 打印是一种变革

性技术，其对于骨科脊柱外科手术领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脊柱畸形疾病是脊柱外科最为常见的脊柱疾病，其中脊柱侧

凸畸形的矫正成为近年来脊柱外科手术的重点与难点，使用

3D 打印技术模拟脊柱侧凸矫形可提供更为精确、更加有效和

安全的治疗环境。目前，3D 打印在脊柱外科手术中的应用可

大致分为以下 4 个领域：①使用 3D 打印的解剖模型进行术

前规划及模拟手术；②创建患者专用的手术器械，例如椎弓

根螺钉钻具或夹具；③打印定制的植入物，并进行优化
[21]
。

(1) 术前规划：脊柱外科医生常常在设计规划脊柱侧凸

手术时会遇到的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椎骨旋转、椎弓

根缺失或节段异常等，这些问题常会改变椎弓根植入的解剖

学标志，为手术的顺利进行造成了阻碍和困扰。3D 打印现已

成为术前规划阶段最常用的方法。3D 成像已成为外科手术计

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与通过 CT 和 MRI 创建的

2D 图像相比，它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解剖结构
[22]
。3D 打印

的脊柱模型在术前计划中能够逼真地模拟外科手术，这对于

准备复杂的脊柱畸形可能非常有利。IZATT 等
[23]

进行了详细

的生物模型效用调查，并发现在 65% 的脊柱畸形和肿瘤混合

病例中该 3D 生物模型的解剖学细节具有更好的可视化效果。

在另一方面，使用 3D 模型的数据可用于术前计算椎弓

根螺钉大小以及螺钉植入角度
[24]
。在纠正脑膜脊髓膨出症患

儿的脊柱畸形中，个性化 3D 打印已用于创建手术模型和定

制手术器械
[25]
。MAO 等

[26]
的研究涉及了 16 例复杂的严重

脊柱畸形，并应用了术前 3D 重建和快速原型制作技术。他

们认为，使用 3D 模型可以提供更准确的结构与形态信息，

并有助于对复杂的严重脊柱畸形进行手术矫正。有研究回顾

性分析了使用 3D 打印的脊柱模型进行术前规划并对 Lenke 1

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AIS) 进行后路矫正手术，在与传

统矫形手术相比后，研究发现术前手术时间明显缩短，失血

量和输血量也明显减少
[27]
。因此，3D 模型出色的准确性和

精确度使 3D 打印在脊柱侧凸矫形手术术前规划中具有明显

的临床实用性，这对于脊柱外科医生在畸形矫形方面的研究

与拓展至关重要。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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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中应用

引导系统的应用：3D 打印在脊柱外科中的主要临床应

用是创建用于植入椎弓根螺钉的 3D 引导模板，以解决早期

图像引导导航系统的一些缺点，其中包括立体定向矩阵较差

的灵活性、技术开发成本高、外科医生的能力限度以及手术

时间增长等问题
[28]
。颈椎椎弓根螺钉固定由于其生物力学

优势而非常适合颈椎后路固定，虽然颈椎椎弓根螺钉的狭窄

间隙会增加神经和血管损伤的风险，但 3D 打印模板引导系

统的应用成为了降低该风险的有效解决方案
[29]
。椎弓根螺钉

的 3D 模板引导放置也已经在胸椎上进行，同样具有高质量

的准确性、安全性和便利性
[30]
。最近，椎弓根螺钉在矫正脊

柱侧凸矫形手术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椎弓根螺钉

具有相对优越的主体曲线矫正和生物力学性能。有研究利用

高度还原真人的 3D 打印脊柱模型
[31]
，在严重畸形或脊柱解

剖结构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进行外科手术规划和徒手植入椎弓

根螺钉。他们发现，使用 3D 模板引导器进行徒手椎弓根螺

钉固定可以帮助脊柱外科医生更好地掌握严重脊柱畸形中复

杂的脊柱解剖结构，并使徒手椎弓根螺钉的植入更为安全。

SUGAWARA 等
[32]

通过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试验研究发现在 103

例 3D 打印脊柱模型患者中使用 3D 模板引导植入的 813 颗螺

钉中，98.5% 的螺钉完全包含在椎弓根内，且没有血管或神

经损伤。因此，3D 打印模板引导系统的应用，在保持经济成

本稳定的同时，不仅可以提高椎弓根螺钉植入的准确性，减

少手术时间，减少放射线照射，还为手术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植入物的应用：椎弓根螺钉是脊柱畸形矫正手术中最

重要的植入物工具之一。然而，异常的解剖结构和椎弓根形

态增加了椎弓根螺钉植入的难度。旋转畸形使确定椎弓根螺

钉的合适植入角度和判断椎弓根断裂的难度加大
[33]
。由于

脊柱侧凸椎体在横切面上发生旋转，会发现螺钉植入时发生

错位现象，根据报道螺钉植入错位发生率为 20%-30%；这

些患者中有 1% 可能发生严重的神经血管并发症。尽管已使

用多种方法和手术技术来降低错位率和神经血管并发症，但

由于这些技术的作用有限，术中效果常不尽人意
[27]
。3D 打

印技术的兴起可以有效地开发并定制契合的手术工具和植入

物，植入物有效改善了承重表面的压力，降低了植入物错位

和下陷的速度，提供了良好的脊柱稳定性，缩短了手术时间，

促进了畸形矫正，减少了失血量，并降低了神经血管受损的

风险
[30]
。

椎间融合器 (cage)是脊柱畸形矫形手术中另一重要工具，

其主要作为稳定器，应用于椎体间应力分配和维护椎间及椎

间孔的高度。椎间融合器通常由纯钛 (PTi)，钛复合材料 / 合
金，陶瓷 - 通常是氮化硅或塑料 - 通常是聚醚醚酮 (PEEK) 或
另一种生物惰性塑料制成。椎间融合器是多孔的，可以使骨

骼通过它们生长并使相邻椎体稳定。如今使用最多且最受欢

迎的材料是钛复合材料 ( 钛 -铝 -钒，Ti6Al4V) 和聚醚醚酮
[34]
，

见表 1。纯钛和钛合金由于其高的抗断裂性和生物相容性而

成为外科植入物中的首选金属。与不锈钢和钴等材料相比，

钛具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耐腐蚀性和杨氏模量，见图 2。

有研究通过 3D 打印技术对不同材料生物特性进行研究比较，

会发现涂覆或掺杂钛合金可以有效改善骨的结合
[35]
。

目前，虽然脊柱植入物的生物材料发展以及 3D 打印专

用植入物之类的新技术的出现，使脊柱器械在生物相容性方

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但脊柱外科医师仍应对脊柱

畸形矫形手术的最新文献和技术的发展保持客观理性的学习。

(3) 局限性：尽管 3D 打印是一项很有前途的新兴技术，

但并不是适应于所有的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其仍还有自身的

缺陷与局限。首先，在许多脊柱外科手术研究中，3D 模型

的创建所需的时间是令人担忧的，仅 3D 打印过程本身 ( 包
括在软件上创建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型 ) 通常需要 10-12 h。
这使得 3D 打印技术在紧急情况下以及在具有高产量需求和

高周转率的医院中无法使用。然后对于任何医院而言，拥有

3D 打印设施的成本都是相当可观的，更不用说很少需要处

理复杂脊柱病例的医院了。这些费用包括购买计算机辅助设

计软件、相机、维护 3D 打印机以及其他辅助费用
[36]
。最后，

由于用于临床用途的 3D 打印发展的时间较短，因此当前有

关3D植入物的研究明显缺乏术后临床结果的长期随访数据。

另一方面为了患者的安全性，在将 3D 打印的植入物植入患

者体内之前，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也至关重要
[30]
。

2.4.2   有限元分析在脊柱侧凸矫形中的应用

(1) 脊柱侧凸的有限元模型建立：有限元分析是一种有效

的生物力学研究方法，其在测量模型以及载荷与运动之间的力

学分析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因此与传统的动物实验和标

本实验相比，有限元分析更受青睐
[37-38]

。有限元模型可以准确

地帮助研究人员模拟截骨术和内固定方式，反复进行生物力学

分析，并且合理地计划手术术式并指导手术过程
[39]
。生物力

学因素是引发脊柱疾病的最重要因素，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

意义。有限元模型主要通过几何建模、3D 坐标仪器建模和图

像建模来建立。图像建模是目前在临床生物力学研究中常用的

建模方法。通常研究样本的 CT 和 MRI 数据已预先收集完毕，

并已生成兼容的文件格式，然后输入到有限元建模软件中。

有限元技术在生物力学领域的应用发展迅速。国外学者

率先建立了腰椎的 3D 有限元模型并模拟了生物力学分析。

表 1 ｜脊柱外科常用的生物材料                                         

植入物 使用作用及范围 常用标准材料 新兴材料

Cage 前 / 后椎体间融合 -

恢复因受伤、退变性脊柱疾

病或脊柱侧弯而塌陷的椎间

盘的高度。

钛； 生物活性玻璃；

生物活性玻璃； 氮化硅；

聚醚醚酮 (PEEK)； 磷灰石 -硅灰石；

陶瓷；丙烯酸 聚 (ε- 己内酯 )+ HA( 可
生物降解 )

图 2 ｜普通生物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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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已从建立独立的椎体模型逐渐发展为整个脊柱模

型，从建立脊柱的有限元模型到研究了脊柱疾病的基本发

病机制、术前计划和术后评估
[40]
。有研究通过对 1 例 55 岁

的女性退行性脊柱侧弯 (DS) 患者的 T12-S1 的 CT 进行采集，

最终通过有限元建模系统成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退行性脊

柱侧弯有限元模型
[41]
。有研究通过 Mimics 软件，Geomagic 

Studio 12 软件和 UG 8.0 软件成功构建了有效的 3D 特发性脊

柱侧凸 FE 模型，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测试
[1]
。研究发现基

于 3D 有限元软件的有限元模型效率很高，其数值模拟准确，

这对于后续的骨科生物力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

高质量的动态有限元模型可以更好地反映了脊柱侧凸稳定性

的生物力学变化，为疾病的影像学诊断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

并具有重大的科研价值
[42]
。

(2) 生物力学分析

植入物的选择：脊柱侧凸是脊柱的 3D 变形，涉及在冠

状平面内的左右弯曲以及在横向平面内椎骨的轴向旋转。患

有严重或进行性畸形的患者通常需要外科手术治疗，其矫形

目的在于通过降低 Cobb 角来阻止曲线进展并最大程度地改

善畸形，同时将手术并发症的风险降至最低
[43]
。因此，选

择合适的植入物尤为重要。不同类型的脊柱侧凸所需的植入

物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手术治疗特

点是需要特殊的生物力学模式，该模式可能与成人侧凸矫形

手术所需要的模式有很大不同。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外

科治疗涉及三维曲线矫正，其中多节椎弓根螺钉需连接到双

侧矫形棒上。较大的矫正力会在棒上施加高水平的应力，而

棒承受这些应力却不易发生变形的能力取决于棒的生物力学

性能，这些属性又取决于棒的材料、直径和形状。用于青少

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矫正手术最常见的几种棒材分别是不锈钢

(SS) 或超高强度不锈钢 (UHSS)、钛合金 (Ti) 和钴铬 (CoCr)，
见表 2。与不锈钢，超高强度不锈钢和钴铬相比，钛合金的

特点是屈服强度高但疲劳强度低。另外，钴铬具有较高的疲

劳强度最近被采用到了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手术中，但因

其屈服强度较低，在使用时仍需认真考虑进行选用。由于具

有高度的生物相容性、耐腐蚀性和磁共振成像兼容性，钛合

金在成人和青少年脊柱畸形手术中应用较多
[44]
。

植入物矫形的应力分析：椎弓根螺钉是脊柱手术中最重

要的植入物，螺钉植入脊柱椎体后，骨中应力过大会导致局

部骨质被破坏和螺钉的松动，进而导致植入物也被破坏。同样，

螺钉上应力的增加甚至会导致螺钉的断裂。在椎间稳定系统

( 棒、板 ) 固定过程中，相对于脊柱长轴以一定角度植入螺钉

已被作为一种增强结构整体稳定性、避免植入物破坏椎体的

方法，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提供了更有利的应力分布，降低了

失败的风险
[45]
。近年来，脊柱器械的材料性能的改善已为脊

柱侧凸患者带来更好的畸形矫正效果。有人对 20 例接受重建

脊柱侧凸手术的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1 例男孩和 19

例女孩 ) 进行了研究
[46]
，所有患者均采用双棒同时旋转技术对

直径为 6 mm 的钛棒进行脊柱侧凸矫正，术后通过有限元分析

方法评估并分析了施加于椎弓根螺钉上的矫正力与拔出力。实

验表明使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可以对脊柱侧凸手术矫正操作期间

的矫正力和作用在每个椎弓根螺钉上的拔出力进行分析，通过

对体内数据的精确模拟计算使难以进行的脊柱侧凸手术得到了

科学验证，从而提高了畸形矫正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3) 治疗与预防：有限元模型可以正确模拟脊柱的力学

反应并预测潜在的临床治疗及预防方法。例如，DU 等
[47]

用

有限元模型在施加预紧力的情况下研究了腰椎小关节的生物

力学响应；LI 等 [48]
建立了脊柱有限元模型并研究了特发性

脊柱侧凸对轴向循环载荷的动力响应；还有研究对 16 例小

儿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 (10.5-15.4 岁，平均 Cobb 角为 33°)

的正常站立和自我矫正姿势进行了 CT 扫描和 3D 射线照相并

建立了有限元模型
[49]
，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两种姿势矫正的生

物力学分析来评估支架治疗对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的治疗效

果。这些研究表明，有限元分析为评估脊柱的几何和结构变

化，及时发现脊柱损伤和骨折，避免不切实际或理论性结果

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50]
。

3   小结   Conclusions 
自 1970 年代以来，有限元分析的发展以及 3D 建模和生

物力学的进步使脊柱外科手术能够进行 3D 分析。完整的 3D

有限元模型可以有效结合有限元分析方法模拟矫形截骨术，以

预测和分析植入物及相邻结构之间的应力变化，并可以进一步

比较使用定制植入物与使用传统植入物时的潜在应力，辅助术

前规划并指导手术过程
[51-52]

。但目前，对于有限元分析应用于

脊柱侧凸矫形的相关文献及报道相对较少，文章涉及的脊柱畸

形疾病只是脊柱侧凸类型中的几种，例如：Lenke 1 型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凸已有关于有限元分析的报道，但 Lenke 分型还

包括 Lenke 2，3，4 型，并不能代表整个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凸患者。因此，还需进行相关的临床研究与数据收集，以创建

和完善应用有限元分析进行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的数据库。

脊柱侧凸是脊柱外科中常见但手术治疗难度较大的一类

脊柱畸形疾病， 常导致严重脊髓损伤和矢状失衡，易引起下

腰痛甚至可能影响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须进行脊

柱矫形截骨术以纠正畸形。严重的脊柱侧凸常还会导致胸腰

椎后凸畸形，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那么对于患者的身心健

康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39]
。3D 打印技术和有限元分析方法的

结合与应用，可以更好地反映脊柱侧凸稳定性的生物力学变

化。通过构建脊柱侧凸 3D 打印模型模拟手术，有效地缩短

了手术时间，改善了畸形的矫正，减少了失血量，并降低了

神经血管受损的风险。目前，虽然对于 3D 打印与有限元分

析在脊柱侧凸畸形矫形中应用的相关文献及报道并不完整且

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但通过文章综述可使人们认识到两者对

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的重要性，以及两者在医学领域的发展前

景是值得期待的。

表 2 ｜ AIS 手术中 3 组主要的脊柱植入物的力学性能

生物材料 弹性模量 ( 杨氏模量，GPa) 屈服强度 (MPa) 疲劳强度 (MPa)

钴铬合金 (CoCr) 200-300 300-2 000 207-950
钛合金 (Ti) 110-116 485-1 034 300-389
不锈钢 (SS/UHSS) 190 792 241-820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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