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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使用 3D 打印对胫骨平台骨折修复效果影响的 Meta 分析

李  洋，闵圣炜，谢  锋，张明勇  

文题释义：
3D打印技术：是一种快速成型技术，可将虚拟的二维图像转化为实体模型，实现了由虚拟的数据到实体模型的过渡，逐渐突破了二维平

面的限制。

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原则：主要是为了恢复下肢力线、关节稳定性、关节面的平整及恢复活动功能。

摘要

目的：由于胫骨平台周围结构复杂，发生骨折后在治疗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术前详细了解骨折的部位及类型对治疗有很大的帮助。3D
打印技术的兴起，能使虚拟的数据转化为实体的模型，可让术者在术前对其进行手术演练，从而提高手术质量。文章通过Meta分析比较

术前使用3D打印技术与未使用3D打印技术的常规手术在胫骨平台骨折治疗上的效果差异。

方法：检索Cochrane library、PubMed、EBSCO、CSA、中国知网、维普及万方数据库(检索时间为从建库至2020-04-30)，收集所有3D打
印技术辅助手术与非3D打印技术的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有关的文献，通过关键词的形式进行检索，按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

选、使用Cochrane系统评价员手册和NOS评分评价纳入文献质量后提取资料并由RevMan 5.3软件对主要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

骨性愈合时间、HSS评分及优良率和Rasmussen评分及优良率)和次要指标(术后并发症、解剖复位率和术中透视次数进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纳入30篇文献，文献质量较高，病例数合计为1 564例，其中3D打印技术辅助组757例，常规组807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①3D打印

技术辅助组在手术时间(SMD=-2.14，95%CI：-2.46至-1.81，P < 0.000 01)、术中出血量(SMD=-1.44，95%CI：-1.66至-1.23，P < 0.000 01)、术后

6个月及末次HSS评分(SMD=0.68，95%CI：0.44-0.92，P < 0.000 01；SMD=0.96，95%CI：0.79-1.13，P < 0.000 01)、Rasmussen评分(SMD=2.34，
95%CI：1.68-3.00，P < 0.000 01)、HSS评分及Rasmussen评分优良率(OR=3.85，95%CI：2.33-6.36，P < 0.000 01；OR=2.96，95%CI：1.43-6.09，
P=0.003)及解剖复位率(RR=1.49，95%CI：1.21-1.83，P=0.000 2)均优于常规组；②3D打印技术辅助组骨性愈合时间(SMD=-1.68，95%CI：-2.21
至-1.16，P < 0.000 01)、术后并发症发生率(RR=0.31，95%CI：0.20-0.49，P < 0.000 01)及术中透视次数(SMD=-1.77，95%CI：-2.65至-0.88，P < 
0.000 01)均小于常规组。

结论：3D打印技术辅助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临床效果及预后效果优于规手术，但今后需开展大规模多中心高质量临床试验来验证。

关键词：骨；胫骨；胫骨平台；骨折；3D打印；模型；Meta分析

A meta-analysis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preoperative use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Li Yang, Min Shengwei, Xie Feng, Zhang Mingyong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ianyo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4, Hubei Province, China 
Li Yang, Master candidate,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ianyo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4, 
Hubei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Mingyong, Chief physician, Master,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ianyou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64, Hubei Province,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

2095-4344.3795

投稿日期：2020-06-15   

送审日期：2020-06-19

采用日期：2020-07-20   

在线日期：2020-10-27

中图分类号： 

R459.9；R605；R608

文章编号： 

2095-4344(2021)12-01959-10

文献标识码：A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骨科，湖北省武汉市   430064
第一作者：李洋，男，1991 年生，湖北省人，汉族，武汉科技大学临床学院在读硕士，医师，主要从事关节骨科和创伤骨科研究。

通讯作者：张明勇，主任医师，硕士，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骨科，湖北省武汉市   430064
https://orcid.org/0000-0003-1416-5343 ( 李洋 ) 
引用本文：李洋，闵圣炜，谢锋，张明勇 . 术前使用 3D 打印对胫骨平台骨折修复效果影响的 Meta 分析 [J].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21，25(12):1959-1968. 

循证医学

文章快速阅读：
△术前使用 3D 打印技术与未使用 3D 打印技术的常规手术相比，哪种手术方式对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更有

优势？
△文章通过收集文献进行 Meta 分析，系统评价术前使用 3D 打印技术对比常规手术在治疗胫骨平台骨折

的临床疗效及预后。

目的：
比较术前使用 3D 打印技术与常规手术在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疗效及预后。

分组：
3D 打印组和常规组

结局指标：
(1) 主要结局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骨性愈合时间、HSS 评分及优良率、Rasmussen 评分及优良率；
(2) 次要结局指标：术后并发症、解剖复位率及术中透视次数。

结论：
与常规手术组相比，3D 打印技术辅助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有减少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提高术后膝关节
功能恢复情况、提高骨折解剖复位率、减少骨折骨性愈合时间、减少术中透视次数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等优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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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based medicine

0   背景   Background
胫骨平台骨折是骨科中较常见的一

种骨折，在成人骨折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1.66%[1]
。胫骨平台是组成膝关节的重要

部分，其周围组织结构复杂。胫骨平台

一旦发生骨折，多是由高能量损伤所致

的关节内骨折，因此容易引起内、外侧

的平台受力不均匀，常导致关节面的塌

陷、半月板及韧带损伤以及关节的不稳

定
[2]
。由于其周围结构较为复杂，受到

外力作用不同，引起骨折的部位及骨折

类型不同，同时由于个体化存在差异，

因此胫骨平台骨折在治疗上较为困难。

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不仅需要解剖复位

及恢复正常的下肢力线，而且还需对周

围的半月板及韧带等进行修复及减少对

骨折周围软组织的剥离，否则术后容易

引起伤口愈合不良、伤口感染、骨折延

迟愈合或不愈合、皮肤坏死及内固定物

外露
[3-5]

，远期易造成关节不稳、创伤

性关节炎及关节僵硬等严重后遗症，严

重影响膝关节的功能
[6-8]

。传统的胫骨

平台骨折手术方式通常是通过术前行 X

射线片、CT 及 MRI 等二维扫描等对骨

折的程度及分型进行评估，从而设计手

术方案，然而这些影像学检查均存在局

限性，无法全面准确地了解骨折类型，

因此无法为手术方案的设计提供精确的

数据，对医生的临床经验依赖性太大
[9]
，

导致不同术者的手术效果存在差异。

因此术前全面了解胫骨平台骨折

的分型、移位方向及移位程度，对复杂

性胫骨平台骨折手术方案的设计显得尤

为重要。在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上，术

者术前对骨折分型的充分了解是非常重

要的，尽管术前行 CT 等影像学检查可

以为骨折分型提供很多有用信息，但是

3D 打印模型可以更直观地呈现出骨折

类型，让术者更准确地了解骨折分型。

3D 打印技术可将虚拟的二维图像转化

为实体模型，实现了由虚拟的数据到实

体模型的过渡，逐渐突破了二维平面的

限制
[10]
。使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模型，

可以让手术医生术前能在模型上模拟手

术过程、预弯接骨板、预制螺钉方向模

板、预先选择螺钉种类及长度
[11]
，从

而提高手术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

此前曾报道过有关 3D 打印技术治

疗胫骨平台骨折疗效的 Meta 分析的文

章，以往已发表的文章纳入的文章数量

较少，评价指标不全面，且纳入的文献

绝大多数都是中文文章。通过 Meta 分

析各项指标来评价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

术在治疗胫骨平台骨折中的效果、远期

疗效及并发症等，为 3D 打印技术辅助

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的应用提供更多

的循证医学证据。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

1.1.1   检索者   李洋和闵圣炜。

1.1.2   资 料 库    Cochrane library、
PubMed、EBSCO、CSA(Cambr idge 

Science Abstracts)、中国知网、维普和

万方数据库。

1.1.3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胫骨平

台骨折、3D 打印、3D 打印技术”，英

文 检 索 词：“Tibial plateau fracture；
3D printing；3D printing technology；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1.1.4   检索时间范围   建库至 2020-04-
30。
1.1.5   文献检索策略   现以 PubMed 数

据库检索为例，见图 1。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研究类型：随机对

照试验和队列研究，不限语种，无论是

否采用盲法；②研究对象：术前经影像

学检查后诊断为胫骨平台骨折，且行手

Abstract  
OBJECTIVE: Because of the complex structure around the tibial plateau and the difficulty in treatment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fracture, it is very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location and type of fracture in detail before operation. The rise of three-dimensional (3D) printing technology, the virtual data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solid model, so that the operator can perform surgical exercises before operation, thu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peration. Through meta-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operative us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the routine operation without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BSCO, Cambridge Science Abstracts (CSA),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The retrieval was all 
from inception to April 30, 2020). All related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3D printing auxiliary operation with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of conven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keyword search, the literature was screen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Cochrane system evaluator manual and NOS scor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and data were extracted.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s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fracture healing time, HSS score and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Rasmussen score and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and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atomic reduction rate and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times) were analyzed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Thirty articles with high quality were included,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was 1 564, including 757 in 3D printing group and 807 in routine group. 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operation time (SMD=-2.14, 95%CI:-2.46 to -1.81, P < 0.000 01),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SMD=-1.44, 95%CI:-1.66 
to -1.23, P < 0.000 01), HSS 6 months postoperatively and last HSS score (SMD=0.68, 95%CI:0.44-0.92, P < 0.000 01; SMD=0.96, 95%CI:0.79-1.13, P < 0.000 01), 
Rasmussen score (SMD=2.34, 95%CI:1.68-3.00, P < 0.000 01),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HSS and Rasmussen scores (OR=3.85, 95%CI:2.33-6.36, P < 0.000 01; 
OR=2.96, 95%CI:1.43-6.09, P=0.003), and the anatomical reduction rate (RR=1.49, 95%CI:1.21-1.83, P=0.000 2) were better in the 3D printing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2) Bone healing time (SMD=-1.68, 95%CI:-2.21 to -1.16, P < 0.000 01),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RR=0.31, 95%CI:0.20-0.49, 
P < 0.000 01], and number of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SMD=-1.77, 95%CI:-2.65 to -0.88, P < 0.000 01) were less in the 3D printing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3D printing auxiliary surgical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were better than conventional surgery.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multi-center high-quality clinical trial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bone; tibia; tibial plateau; fracture; 3D printing; model;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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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PubMed 检索策略

Figure 1 ｜ PubMed search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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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治疗；③纳入的研究中试验组都是术

前行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治疗；对照

组未行 3D 打印技术辅助的常规手术治

疗；④文章中报道观察指标应包含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骨性愈合时间、

HSS 评分及优良率、Rasmussen 评分
[12]

及优良率、术后并发症、解剖复位以及

术中透视次数中的任何 2 项。

1.2.2   排除标准   ①无法取得全文的文

献、多次重复发表的文献、非临床研究

的文献及无对照研究的文献；②数据不

全，无法获得原始数据的文献；③联合

其他手术方法 ( 关节镜辅助及外固定架固

定 ) 的比较性研究；④综述、学位论文、

病例报道及 Meta 分析文献。

1.3   数据提取   制定统一的数据提取

表，由 2 位研究员分别独立阅读文献并

进行数据提取，然后相互校对，如存在

差异由第 3 位研究者决定是否采用，尽

可能地避免因提取者的主观因素带来的

偏差，提取的信息包括：文献作者、发

表时间、患者人数、年龄、性别、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骨性愈合时间、

HSS 评分及优良率、Rasmussen 评分及

优良率、术后并发症、解剖复位率及术

中透视次数。

1.4   文献质量评价   由 2 位作者分别独

立筛选文献，并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

提供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评价纳入随机

对照试验的质量和 NOS 量表评分评价

队列研究的质量，通过对文献标题、摘

要及全文初步阅读后严格根据纳入和排

除标准进行筛选，如存在差异则通过讨

论解决或由第 3 位研究者决定其是否

纳入，尽可能减少因筛选者主观因素和

阳性结果的文献带来的偏倚风险。依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文献质量评价

方法评价纳入研究质量，判断是否存在

偏倚。

1.5   结局指标   ①主要结局指标：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骨性愈合时间、

HSS 评分及优良率、Rasmussen 评分及

优良率；②次要结局指标：术后并发症、

解剖复位率及术中透视次数。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软件

进行 Meta 析，RR 主要适用于随机对照

试验和队列研究，OR 适用于小事件资

料，可用于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

二分类资料使用比值比首选 RR，WMD

适用于测量单位、时间点、工具相同及

数值差异小的资料，而 SMD 适用于测量

单位不同、测量时间点不同及数值差异

很大的资料。文章选用 SMD 原因是手

术时间测量的时间点不一致，还有就是

纳入的研究间均数或者标准差相差≥ 10

倍以上，两类指标均以 95%CI 表示。异

质性检验方面，同质性好 (P ≥ 0.1 或
I2
≤ 50%) 的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

Meta 分析，若 P < 0.1，I2>50%，说明研

究间具有异质性，预先进行亚组分析和

敏感性对异质性来源进行分析，检验水

准 α=0.05。

2   结果   Results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通过关键词

检索共获得文献共 386 篇，经过逐层

筛选最终纳入 30 篇文献
[13-42]

，中文文

献 25 篇，英文文献 5 篇，包括 1 564

例患者，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757 例，

常规组 807 例。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见图 2。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   纳入研究的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具有

可比性。具体资料见表 1。

2.3   纳入研究的风险评估结果   队列

研究采用 NOS 评分共计 9 分，总体来

看，NOS 分值越高，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越小，小于 5 分为低质量文献，纳入

的 8 篇队列研究文献的 NOS 评分见表        

2[14-15，21-22，25，30，33，37]
。随机对照研究按

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手册推荐的偏倚风

险评估标准评价纳入的研究质量，纳入

的 22 篇随机对照研究文献的质量评价见

图 3，4[13，16-20，23-24，26-29，31-32，34-36，38-42]
。

2.4   Meta 分析结果

2.4.1   各组手术时间比较   纳入 29 篇

文献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706 例，常规

组 764 例 ) 比较了两种方式在手术过程

中所用的时间
[13-23，25-42]

，各研究组间进

行分析，有明显异质性 (P < 0.000 01，
I2=90%)。进行亚组分析后，有 8 篇队列

研究
[14-15，21-22，25，30，33，37]

、21 篇随机对

照研究
[13，16-20，23，26-29，31-32，34-36，38-42]

，结

果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手术时间短

于未使用 3D 打印技术的常规组 (SMD= 

-2.12，95%CI：-2.81 至 -1.42，I2=86%，

P < 0.000 01；SMD=-2.15，95%CI：-2.53

至 -1.78，I2=80%，P < 0.000 01)，见图 5。

文章中有 24 篇中文文献
[18-23，25-42]

、

5 篇外文文献
[13-17]

，显示 3D 打印技术

辅助组手术时间短于未使用 3D 打印技

术的常规组 (SMD=-2.33，95%CI：-2.71

至 -1.95，I2=85%，P < 0.000 01；SMD= 

-4.92，95%CI：-7.52 至 -2.33，I2=97%，

P=0.000 2)，见图 6。

敏感性分析显示，发现去除 3 篇

文献后
[13，16，28]

，队列研究组异质性基

本不变，而随机对照组 I2
由 90% 下降

为 80%，总的异质性由 I2
由 90% 下降

为 81%，对结果分析后，结果稳健。异

质性来源主要因为术者对手术技术操作

的熟练度、患者骨折情况及测量手术时

间点不同，对异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和

处理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显示术前使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手术

时间短于未使用 3D 打印技术的常规组

(SMD=-2.14，95%CI：-2.46 至 -1.81， 

P < 0.000 01)，见图 7。

2.4.2   术中出血量分析   纳入 29 篇文

献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727 例，常规

组 777 例 ) 比较了两种手术方式手术过

程中的出血量
[13-18，20-42]

，各研究组间进

行分析，有明显异质性 (P < 0.000 01，
I2=88%)。进行亚组分析后，有 8 篇队列

研究
[14-15，21-22，25，30，33，37]

、21 篇随机对

删除重复文献 261 篇后剩余 125 篇

删除资料不全、无法获得全文及
Meta 分析的文献 36 篇后剩余 73 篇

删除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综述 16 篇

检索中文数据库 (n=285)：
万方数据库 (n=116)、维普数据库 (n=98) 和
中国知网 (n=71)

英文数据库 (n=101)：
PubMed(n=34)，EBSCO(n=38)，Cochrane 
Library(n=0) 和 CSA(n=29)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删除文献 43 篇

最终纳入文献 30 篇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2 ｜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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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Table 1 ｜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studies

文献 研究类型 干预措施 (T/C) 平均随访

时间 ( 月 )
例数

(n，T/C)
年龄

(x-±s，岁，T/C) 
结局指标 并发症

GOKMEN 等
[13]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10/10 - ①②⑩ -

SHEN 等
[14]
，2020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20/22 42.85±7.71/43.00±7.86 ①②④⑥⑨⑩ 创伤性关节炎、切口感染

SILVIO 等
[15]
，2017 前瞻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16/24 43.2 ①②⑤⑨ 关节功能障碍、切口感染

LOU 等
[16]
，2017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34/38 52.6±2.8/54.2±2.8 ①②④⑨⑩ 切口感染

ZHANG 等
[17]
，2015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14/18  46.1/46.8  ①② -

严瑾等
[18]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35/35 47.51±5.10/47.52±5.21 ①②④⑧⑨ 关节僵硬

叶试南等
[19]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 30/30   40.62±12.31/40.03±12.14 ①④⑥ -

周明等
[20]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55 15/14  33.55±8.22/30.67±7.46 ①②⑦ 切口延迟愈合、关节活动障碍

张擎柱等
[21]
，2019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20/31  37.5±16.2/38.1±17.6 ①②④⑤ -

张计超等
[22]
，2015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18/22   43.2±2.8/43.0±2.5 ①②③⑥⑧ -

房亚峰等
[23]
，2018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42/42  35.3±6.4/36.1±5.8 ①②④⑨ 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关

节不稳

时亮等
[24]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51/43    41.86±3.23/41.23±3.85 ②③⑦ -

李政等
[25]
，2017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4.6 12/12 38.4±2.8/36.0±2.5 ①②④⑧ ⑪ -

李鹏等
[26]
，2017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0 20/20  ①②⑤⑦ -

杨龙等
[27]
，2016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15/15     34.0±6.5/37.0±2.1 ①②⑦ -

梁麦添等
[28]
，2017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30/30 41.9±4.1/42.6±4.4   ①②⑥⑧⑨ ⑪ -

欧阳鸿玮等
[29]
，2017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10/10 42.9±2.5/43.1±2.4 ①②④⑧ -

王永虎等
[30]
，2018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28/32  30.0±6.7/28.3±5.4 ①②④⑨ ⑪ 切口感染、深静脉血栓

王照东等
[31]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4 12/12 39.2±4.1/36.8±5.2 ①②④⑥⑧ -

翟喜成等
[32]
，2016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50/50 42.17±0.83/42.62±0.97 ①②④⑥⑧ -

袁功武等
[33]
，2018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19/32 - ①②③⑤⑩ -

赵宁等
[34]
，2018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19/19 42±14/44±17   ①②④ -

连志远等
[35]
，2018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3.3 39/39  37.7±4.9/38.3±6.3   ①②⑧⑨ 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深

静脉血栓、关节腔感染

邓介超等
[36]
，2018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11/10   - ①②③⑥⑧

邹毅等
[37]
，2017 回顾性队列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34/42  39.16±2.79   ①②③⑥⑧⑨ 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深

静脉血栓

郝玉升等
[38]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2 40/40  38.95±6.17/ 39.31±5.29 ①②④⑥⑨ 创伤性关节炎、深静脉血栓、

关节不稳

马腾等
[39]
，2017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0.4 11/13 - ①②⑥⑩ -

高飞等
[40]
，2018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50/50 39.81±15.52/37.24±14.46  ①②⑥ -

黄国福等
[41]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11 20/20 - ①②⑤ -

黎清交等
[42]
，2019 随机对照研究 术前 3D 打印辅助 / 常规手术 6 32/32  46.43±2.23/46.28±2.16 ①②⑤⑨ 创伤性关节炎、关节僵硬、深

静脉血栓、关节腔感染

表注：①手术时间；②术中出血量；③术后 6 个月 HSS 评分；④末次 HSS 评分；⑤ Rasmussen 评分；⑥ HSS 评分优良率；⑦ Rasmussen 评分优良率；⑧骨

性愈合时间；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⑩术中透视次数；⑪ 解剖复位率；T：3D 打印技术辅助组，C：常规组；“-”表示无数据

表 2 ｜纳入的队列研究质量评价结果                                       
Table 2 ｜ Qua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cluded cohort studies

研究文献 选择 可比性 暴露 NOS 评分

暴露队列 非暴露队列 暴露确定 研究结局 结局评估 随访时间 随访完整

SHEN 等
[14]
，2020 * - * * ** * - - 6

SILVIO 等
[15]
，2017 * - * * ** * * - 7

张擎柱等
[21]
，2019 * - * * ** * * * 8

张计超等
[22]
，2015 * - * * ** * * * 8

李政等
[25]
，2017 * - * * ** * - - 6

王永虎等
[30]
，2018 * - * * ** * * * 8

袁功武等
[33]
，2018 * - * * ** * * * 8

邹毅等
[37]
，2017 * - * * ** * * * 8

表注：NOS：Newcastle-Ottawa 量表；* 代表 1 分；** 代表 2 分； “-”代表 0 分

照研究
[13，16-18，20，23-24，26-29，31-32，34-36，38-42]

，

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中出血

量少于未使用 3D 打印技术的常规组

(SMD=-1.64，95%CI：-2.33 至 -0.95，
I2=88%，P < 0.000 01；SMD=-2.26，
95%CI：-2.72 至 -1.80，I2=89%，P <      

0.000 01)，见图 8。其中有 24 篇中文文

献
[18-23，25-42]

，5 篇外文文献
[13-17]

，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中出血量少于未使

用 3D 打印技术的常规组 (SMD=-2.00，
95%CI：-2.38 至 -1.62，I2=87%，P < 0.000 

01；SMD= -2.40，95%CI：-3.97 至 -0.83，
I2=94%，P=0.003)，见图 9。 

文章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去除

问题文献后总的异质性由 88% 下降为

60%[16，20-21，33-35，39]
，异质性主要原因是

不同的医师对此手术掌握的情况差异、

术前患者骨折情况不同、手术难度不

同、患者自身情况和各方面器官功能机

制的不同，对结果进行分析，故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

术辅助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常规组

(SMD=-1.44，95%CI：-1.66 至 -1.23，
P < 0.000 01)，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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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各组术后 6 个月及末次 HSS 评分

比较   术后 6 个月 HSS 评分比较纳入 5

篇文献 (3 打印组共 133 例，常规组 149

例 ) 比较了两种手术方式患者术后 HSS

评分
[22，24，33，36-37]

，各研究组间进行分

析，无明显异质性 (P=0.55，I2=0%)，故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 3D 打印

技术辅助组术后 6 个月评分优于常规

组 (SMD=0.68，95%CI：0.44-0.92，P <         

0.000 01)。末次 HSS 评分纳入 13 篇文  

献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352 例，常规组

373 例 ) 比较了两种手术方式患者术后末

次 HSS 评分
[14，16，18-19，21，23，25，29-32，34，38]

，

各研究组间进行分析，两组有明显异质性，

分别为 (P < 0.000 01，I2=91%)，进行敏感

性分析发现去除 2 篇文献后
[14，16]

，异质

性由 91% 下降为 44%，故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分析，两组患者术后末次 HSS 评分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SMD=0.96，95%CI：
0.79-1.13，P < 0.000 01)，见图 11。

2.4.4   各 组 术 后 Rasmussen 评 分 比

较   纳入 6 篇文献 (3D 打印技术辅助

组 127 例，常规组 159 例 ) 比较了两

种 手 术 方 式 患 者 术 后 Rasmussen 评                  

分
[15，21，26，32，41-42]

，各研究组间进行分析，

有明显异质性 (P < 0.000 01，I2=90%)，进

行亚组分析，3 篇队列研究
[15，21，33]

、3

篇随机对照研究文献
[26，41-42]

，显示 3D 打

印技术辅助组术后 Rasmussen 评分优于

未使用 3D打印技术的常规组 (SMD=1.17，
95%CI：0.03-2.32，I2=89%，P=0.04；
SMD=2.82，95%CI：1.89-3.74，I2=72%，

P < 0.000 01)，见图 12。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发现去除

袁功武等
[33]

的文献，队列研究试验组

中异质性由 89% 下降为 2%，随机对照

研究试验组中异质性不变，总的异质性

由 90% 下降为 72%，对异质性资料进

行分析和处理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后

Rasmussen 评分明显优于常规组，两组

患者术后 Rasmussen 评分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SMD=2.34，95%CI：1.68-3.00，P < 

0.000 01)，见图 13。

2.4.5   各组术后 HSS 评分及 Rasmussen

评 分 优 良 率 比 较   术 后 HSS 评 分 优

良率比较纳入的文献有 11 篇 (3D 打

图注：图中红黄绿色分别带

表高偏倚风险、低偏倚风险

和偏倚风险不清楚

图 3 ｜纳入的随机对照研究

的文献偏倚评估

Figure 3 ｜ Bias assessment 

of inclu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图注：“+”代表高风险，“-”代表低风险，“？”代表不清楚

图 4 ｜纳入的随机对照研究的文献质量评估结果汇总

Figure 4 ｜ Summary of literature quality assessment results in includ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手术时间短于未使用 3D 打印技术的常规组

图 5 ｜文章纳入的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研究类型文献中比较手术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5 ｜ Forest plot comparing operation time in the included cohort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图注：外文组和中文组手术时间比较结果显示，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手术时间短于未使用 3D 打印

技术的常规组

图 6 ｜纳入的外文和中文文献中比较手术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6 ｜ Forest plot comparing operation time in foreig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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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技 术 辅 助 组 306 例， 常 规 组 321                                      

例 )[14，19，22，28，31-32，36-40]
，术后 Rasmussen

评分优良率比较纳入的文献有 4 篇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101 例，常规组 92

例 )[20，24，26-27]
，比较了该两种方式术后

HSS 评分及 Rasmussen 评分的优良率，

各研究组间进行分析，无明显异质性

(P=0.90，I2=0%；P=0.84，I2=0%)，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

术辅助组患者术后 HSS 评分及 Rasmussen

评分优良率均优于常规组，两组术后

HSS 评分及 Rasmussen 评分优良率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 (OR=3.85，95%CI：2.33-
6.36，P < 0.000 01；OR=2.96，95%CI：
1.43-6.09，P=0.003)，见图 14。

2.4.6   各组术后骨折骨性愈合时间比

较分析   纳入 10 篇文献 (3D 打印技

术辅助组 251 例，常规组 262 例 ) 比

较了两种手术方式术后患者骨折骨性

愈 合 时 间
[18，22，25，28-29，31-32，35-37]

， 各

研究组间进行分析，有明显异质性                

(P < 0.000 01，I2 =85%)，进行亚组分析

后，有 3 篇队列研究
[22，25，37]

、7 篇随机

对照研究类型的文献
[18，28-29，31-32，35-36]

，

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后患

者骨折愈合时间要短于常规组 (SMD=

-1.42，95%CI：-1.80 至 -1.05，I2=0%，

P < 0.000 01；SMD=-1.75，95%CI： 

-2.58 至 -0.93，I2=90%，P < 0.000 1)。

见图 15。

敏感性分析显示，发现去除 2 篇

文献
[18，35]

，随机对照研究类型文献组

的异质性由 90% 下降为 83%，队列研

究类型组异质性不变，总的异质性下降

为 75%，异质性来源主要是术者术中对

骨折周围血供的损伤及患者骨折程度及

自身情况，对异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和处

理后，结果相对稳健，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分析，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患者术后骨折骨性愈合时间要短于常规

组 (SMD=-1.68，95%CI：-2.21 至 -1.16，
P < 0.000 01)，见图 16。

2.4.7   各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解

剖复位率的比较分析   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比较纳入的文献有 11 篇 (3D 打

印 技 术 辅 助 组 350 例， 常 规 组 376                          

例 )[14-16，18，23，28，30，35，37-38，42]
， 术 后 解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手术时间明显比常规手术组短

图 7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组与常规手术组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手术时间比较的敏感性分析结果

Figure 7 ｜Sensitivity analysis results of comparison of operation time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ssisted surgery group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group for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中出血量明显比常规手术组少

图 8 ｜纳入的队列研究与随机对照研究文献比较术中出血量的森林图

Figure 8 ｜ Forest plot comparing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etween cohort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in the included studi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中出血量明显比常规手术组少

图 9 ｜外文与中文文献比较术中出血量的森林图

Figure 9 ｜ Forest plot comparing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during surgery between foreig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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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复位率比较纳入的文献有 3 篇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70 例，常规组 74

例 )[25，28，30]
，比较了该 2 种方式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及解剖复位率，各研究组

间进行分析，无明显异质性 (P=0.97，
I2=0%；P=0.88，I2=0%)，故采用固定效

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

助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要少于常

规组，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后达到解

剖复位率要优于常规组，两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及解剖复位率差异有显著性

意 义 (RR=0.31，95%CI：0.20-0.49，P < 

0.000 01；RR=1.49，95%CI：1.21-1.83，
P=0.000 2)，见图 17。

2.4.8   各组术中透视次数的比较分

析   术中透视次数比较纳入的文献有 5          

篇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 94 例，常规组

115 例 )[13-14，16，33，39]
，各研究组间进

行分析，有明显异质性 (P < 0.000 01，
I2=96%)，有 2 篇队列研究

[14，33]
、3 篇

随机对照研究类型的文献
[13，16，39]

，显

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中透视次

数要少于常规组 (SMD=-1.95，95%CI： 

-3.69 至 -0.21， I2=91%，P=0.03；
SMD=-3.99，95%CI：-8.00 至 -0.01， 

I2=97%，P=0.04)，见图 18。

敏感性分析显示，发现去除 LOU

等
[16]

的文献后，队列研究类型组异质性

不变，随机对照研究类型组的异质性由

97% 下降为 57%，总的异质性由 96% 下

降为 77%，对异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和处

理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中透视次数要

少于常规组 (SMD=-1.77，95%CI：-2.65

至 -0.88，P < 0.000 01)，见图 19。

2.5   发表偏倚分析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

术和常规手术比较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术

后 HSS 及 Rasmussen 评分优良率为评价

指标进行发表偏倚分析。各研究在漏斗

图两侧的分布基本对称，提示存在发表

偏倚的可能性较小，见图 20。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证据总结   胫骨平台因其构成的结

构比较复杂，导致骨折的类型多种多

样，同时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治

疗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常规手术时常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手术术中出血量比常规手术组少

图 10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比较术中出血量的森林图

Figure 10 ｜Forest plot comparing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后 6 个月及末次 HSS 评分均优于常规手术组

图 11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术后 6 个月及末次 HSS 评分比较的

森林图

Figure 11 ｜ Forest plot comparing HSS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final HSS score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后 Rasmussen 评分优于常规手术组

图 12 ｜纳入的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研究文献比较术后 Rasmussen 评分的森林图

Figure 12 ｜ Forest plot comparing postoperative Rasmussen scores between cohort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术后 Rasmussen 评分优于常规手术组

图 13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比较术后 Rasmussen 评分的森林图

Figure 13 ｜ Comparison of Rasmussen score after surgery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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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为接骨板与骨面不契合、螺钉位置

或长度不合适，而导致内固定效果欠 

佳
[43] 

。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主要是为了

恢复下肢力线、关节稳定性和关节面的

平整及恢复活动功能
[44-45]

，如果治疗不

恰当的话容易造成关节不稳、创伤性关

节炎、关节僵硬和关节软骨破坏等后遗

症，严重者需行膝关节置换治疗。使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骨折模型，可以使

术者术前在实体模型上进行手术入路及

切口长度的选择，对骨折块进行模拟复

位、安放接骨板及螺钉固定，详细记录

复位的过程、接骨板安放的部位、弯曲

度及长度，螺钉固定的位置、长度及数

量，如果在固定过程中需使用克氏针等

协助固定，还需详细记录克氏针进针方

向、部位、长度及大小。根据模拟复位

过程评估骨缺损量和术中是否需植骨及

植骨量。目前骨科手术使用 3D 打印骨

折模型的机会越来越多，3D 打印技术是

将虚拟的二维图像转化为实体模型，按

照 1 ∶ 1 仿真模型真实还原具体的骨折

部位，对临床诊疗具有指导作用
[46]
。3D

打印技术在骨折模型打印上有很大的优

势：①可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骨折情况，

同时可以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更为直

观的了解，便于医生向患者解释以及患

者能更好地理解，有利于医患和谐
[47]
；

②术前可在打印出来的实物模型上进行

手术入路及钢板放置部位的预演，评估

骨缺损及植骨量；③手术更精确，节约

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对骨折部位软组织

的反复多次损伤，减少术中出血；④术

前准备充分，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局部血

运，利于骨折愈合和减少术后感染。然

而该技术也存在着一些缺点：① 3D 打

印费用高，额外增加了医疗费用；②对

设备要求高，需专人处理操作软件，这

限制了其普遍开展
[48-49]

；③ 3D 打印模

型的制作周期较长，限制了其在急诊手

术中的应用；④最后，3D 打印的精确度

仍需要提高
[50]
；⑤最大的缺点是无法对

骨折周围的交叉韧带、半月板及周围软

组织进行重建打印。

此次研究纳入的文献中有 22 篇文

献是随机对照试验，8 篇文献是队列研

究，所以纳入文献经过严格筛选，所有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后 HSS 评分及 Rasmussen 评分优良率均优于常规组

图 14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比较术后 HSS 及 Rasmussen 评分优

良率的森林图

Figure 14 ｜ Forest plot of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HSS and Rasmussen scores after surgery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后骨折骨性愈合时间短于常规手术组

图 15 ｜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研究文献中比较骨折骨性愈合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15 ｜ Forest plot comparing the bone healing time of fractures in the cohort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后骨折骨性愈合时间短于常规手术组

图 16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比较骨折骨性愈合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16 ｜ Forest plot comparing the bone healing time of fractures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后骨折骨性愈合时间短于常规手术组

图 17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比较骨折骨折骨性愈合时间的森林图

Figure 17 ｜ Forest plot comparing bone healing time of fractures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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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

Meta 分析结果显示，3D 打印技术

辅助手术组中患者的解剖复位率、膝关

节功能评分优良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均优

于常规手术组，主要原因是术者在术前

对骨折有充分的了解，术前可以对手术

进行预演，可模拟骨折复位和钢板内固

定 , 减少了周围软组织的损伤，缩短手

术时间。同时 3D 打印技术辅助组中术

中透视次数要比常规手术组少，纳入的

文献较少，术者对手术掌握的熟练度会

导致异质性的发生，进行敏感性分析后

发现去除 LOU 等
[16]

的文献后，异质性

由 96% 下降为 77%。透视次数的减少

可以降低患者和术者及其他医护的相关

辐射暴露。

该文章与邵佳申等
[51]

的研究对比，

其区别在于纳入了更多的文献，且纳入

了部分外文文献和增加了相关评价指

标，此次研究的创新性在于纳入了更多

的文献以及对文章的异质性进行亚组分

析和敏感性分析，从而减少和消除异质

性来源，最大程度上减少对试验结果的

影响。

3.2   局限性   纳入的文献研究类型不

一，存在着部分非随机对照研究文献，

且多数随机对照试验文献未提及随机分

配方法和盲法隐藏情况，部分文献提及

随机分配和盲法，但未详细提及具体随

机分配方法和隐藏盲法情况或方法不合

适，导致部分纳入文献质量不高，且部

分文献随访时间不一，末次评价指标时

间不一，可能存在实施、选择和数据结

果偏倚。队列研究文献未详细说明非暴

露组来源，但文献质量评分大于 5 分，

同时文章纳入的外文文献较少，来源上

有所偏倚，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各

类评价指标中，异质性较高的均进行了

亚组和敏感性分析，尽可能降低部分文

献对结果的影响。同时术者对此手术方

式掌握熟练度不同，导致手术效果不同。

3.3   适用性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此次

研究表明 3D 打印辅助技术在治疗复杂

性胫骨平台骨折上应用前景非常可观。

未来研究应开展大规模多中心高质量临

床试验，在方法方面，应严格地根据

Cochrane 评估手册进行文献质量评估，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中透视次数要少于常规手术组

图 18 ｜纳入的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研究文献比较术中透视次数的森林图

Figure 18 ｜ Forest plot comparing the number of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between cohort studie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图注：3D 打印技术辅助组患者术中透视次数要少于常规手术组

图 19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疗胫骨平台骨折比较术中透视次数的森林图

Figure 19 ｜ Forest plot comparing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times betwe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文献都经过随访，无失访病例，纳入的

资料都完整，不存在回忆偏倚。此次

Meta 分析结果显示，术前使用 3D 打印

技术辅助手术治疗可以缩短手术时间、

减少术中出血的发生，主要原因是 3D

打印模型可以让术者在术前对骨折有充

分的了解，术前可以对手术进行预演以

及在模型上对骨折进行复位和钢板和螺

钉内固定的模拟，减少术中对骨折复位

的多次撬拨、钢板比对以及螺钉长度测

量的时间，手术时间缩短，降低了切口

的暴露，减少了术后感染等并发症的发

生。3D 打印模型可以使术者在术前对

手术过程进行演练，以便能熟练整个手

术过程，减少术中不必要的操作，从而

减少术中对软组织的剥离及手术切口的

延长，从而减少出血量。不同的医师对

此手术掌握的情况差异、术前骨折情况

不同、手术难度不同、患者自身情况和

各方面器官功能机制的不同都是影响手

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结果出现异质性的

因素。与此同时，患者术后骨折骨性愈

合时间显示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组中

患者骨折骨性愈合时间要比常规手术组

患者所用时间短，主要原因是术前对骨

折情况的全面认识以及在模型上对手术

过程的演练，术中减少了对骨折周围软

组织的损伤和对骨折块周围血运的破

坏，同时骨折对位良好及固定牢靠为骨

折愈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术中操作

熟练情况、骨折固定情况、骨折后周围

软组织损伤情况及患者自身身体状况都

会导致结果出现异质性。术后膝关节功

能 HSS 和 Rasmussen 评分中 3D 打印技

术辅助手术组均要优于常规组，主要原

因是术中牢靠的内固定和血运的保护为

骨折愈合创造了条件，缩短了患者住院

时间，让患者可以早期进行功能锻炼，

从而提高了患者膝关节功能恢复。HSS

评分比较数据进行敏感性分析后，不同

患者的主观感受、骨折中合并软组织损

伤情况及医师评价的主观性等都会导致

图 20 ｜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与常规手术治

疗胫骨平台骨折术后 HSS 及 Rasmussen 评分

漏斗图

Figure 20 ｜ Funnel plot of HSS and Rasmussen 

scores after 3D printing technology-assisted 

surgery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for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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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制定具体随机分组方法，纳入足

够数量样本受试者，严格实施随机分组、

分配隐藏、双盲或三盲等，并进行规范

化报告；在观察指标方面，最大限度保

持指标定义一致，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4   结论   3D 打印技术能有效提高复杂

性胫骨平台骨折达到解剖复位的概率，

减少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愈合

时间、并发症及术中透视次数，减少术

中对骨折部位周围的软组织的多次反复

损伤，更好地改善患肢膝关节的功能。

因此许多骨科医生将 3D 打印技术打印

的骨折模型作为骨科手术方案设计的一

种重要辅助手段。随着人们后期搜集更

多的临床证据，作者相信 3D 打印技术

未来在临床骨科中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可

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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