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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脊柱侧凸矫形器的数字化设计及效果评估

鲁德志 1 ，梅  钊 2， 李向磊 3， 王彩萍 4，孙  鑫 5，王孝文 1 ，王金武 5

文题释义：

多学科协作：通常指来自两个以上相关学科，一般包括多个学科的专家，形成相对固定的专家组织，针对某一器官或系统疾病，通过定

期、定时、定址的会议，提出诊疗意见的临床治疗模式。其理念是以患者为中心，依托多学科团队，制定规范化、个性化、连续性的综合

治疗方案。

摘要

背景：目前传统矫形器制造技术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材料，加工时石膏膨胀系数较大和材料冷却产生回弹会降低矫形器精度，故而计算

机辅助设计技术和3D打印技术在矫形器领域的应用正蓬勃开展。

目的：基于多学科协作理念，通过光学扫描、计算机辅助设计及3D打印设计，制作一种新型脊柱侧凸矫形器，并对其矫正效果进行评

估。

方法：选择2019年3至10月就诊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3D打印中心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7例，使用3D扫描仪对患者躯

干进行扫描取模，应用Rodin4D软件进行虚拟矫形处理，然后导入Magics进行矫形器的镂空设计，通过3D打印技术进行制作。7例患者每日

佩戴矫形器时间20 h以上，随访6个月，对干预前后脊柱侧凸的情况进行分析，观察临床疗效。

结果与结论：①非接触式iPad扫描仪成功取模，法国Rodin4D软件内设计矫形器模型、Magics软件对矫形器模型镂空操作，经3D打印方

式制作，成功制作出合适的3D打印个性化脊柱侧凸矫形器；②7例患者均有显著改善，未治疗前Cobb角为(29.43±7.68)°，躯干倾斜角为

(11.57±2.76)°；治疗6个月后随访Cobb角为(8.71±5.96)°(矫正72%)，躯干倾斜角为(3.57±2.57)°(矫正70%)，治疗前后Cobb角和躯干倾斜角差异

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1)；③提示基于多学科协作理念，将数字化医学与3D打印技术联合应用于康复辅具领域，制作个性化脊柱侧凸矫形

器的方案具有可行性，并且矫形器的康复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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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亮点—

△该 3D 打印脊柱侧凸矫形器制作方式可以简化工作流

程，提高矫正精度，数字化的设计使得矫形器可以

进行更快的调整，患者舒适性好，依从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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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指发生于 10-17 岁青少年的

脊柱三维畸形
[1-2]

，伴随着椎体矢状面的前凸或后凸、冠状

面的侧凸、轴状面的椎体旋转，尚无明确病因，发病率为

0.93%-12%，严重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会导致躯干外观

畸形、运动功能障碍，甚至心肺功能异常。目前，应用脊柱

侧凸矫形器治疗中度 (Cobb 角 25°-45°)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凸，疗效已经得到普遍认可
[3-5]

。

国内脊柱侧凸矫形器制作以传统手工石膏为主，存在

着过程繁琐、精度低、透气性差等问题，导致患者佩戴的依

从性差。而已有相关研究表明，脊柱矫形器的佩戴时间与矫

正效果成正相关关系
[6-7]

，并且对于患者来说，佩戴矫形器

首要的考虑因素是其有效性和舒适性
[8]
。近年来，随着计算

机辅助设计和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矫形器个性化设计和制

造成为可能。3D 打印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重建的三维数字

模型，将其分割成层状，然后逐层堆积成实体模型，这使

21 世纪个体化与精准化的医学发展成为可能。在矫形器领

域，3D 打印技术可以给常见的矫形器及其他辅具在结构和

制造上提出独特的解决方案。与传统制作方式相比，3D 打

印脊柱侧凸矫形器不仅与人体结构更加贴合、有效，而且提

高了材料的利用率，外型也更加美观，实现了加工环境的友

好化
[9]
。未来，3D 打印技术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微传感

技术的结合，将是研发新型智能矫形器的关键。

此次研究基于多学科协作的理念，介绍一种个性化脊柱

侧凸矫形器的数字化设计与制作方案，在医工结合的背景下，

建立了骨科 ( 诊断和治疗 )-影像科 ( 影像学检查、数据整理、

协助数据分析建模 )- 康复科 ( 协助 3D 打印辅具设计和指导

患者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 )-医学工程 (3D 打印辅具建模、制

造 ) 的医疗模式，更合理地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3D 打印

技术制造矫形器，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和医疗体验。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3D 打印与临床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19 年 3 至 10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3D 打印中心完成。

1.3   对象   试验对象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3D 打印中心就诊的特发性进展侧凸患者，挑选符合要

求的患者 7 例。

诊 断 标 准
[10]
： 根 据 国 际 疾 病 分 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 诊断标准：站立位脊柱正位 X

射线片测量 Cobb 角 >10° 者称为脊柱侧凸。

纳入标准：①第一诊断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ICD-

10：M41.1)；②年龄 10-17 岁；③主侧凸 Cobb 角 25°-45°；

④此前未接受过相关治疗；⑤女性距离月经初潮 1 年以内。

排除标准：①诊断为非特发性脊柱侧凸、颈椎侧凸；②

合并其他严重疾病；③不能配合矫形器治疗的。

7 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中男 1 例，女 6 例；

年龄 10-17 岁，平均 (14.14±1.22) 岁；主弯角度 Cobb 角为

25°-45°，就诊时 Cobb 角为 (29.43±7.68)°，Scoliometer 测量

的躯干倾斜角为 (11.5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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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orthosi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needs a lot of time and materials. The larger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 gypsum and 
the springback of material cooling will reduce the accuracy of orthosis.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ided design technology and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orthosis is booming.   
OBJECTIV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 new scoliosis orthopedic device wa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y optical scann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and 3D printing, and its correction effect was evaluated.   
METHODS: Seve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Center of Ninth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between March and October 2019,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trunk was scanned with three-dimensional scanner. 
Virtual orthopedic treatment was conducted in Rodin4D software.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Magics to carry out the hollow out design of orthosis, which was 
made by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technology. Seven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6 months after wearing orthopedic devices for more than 20 hours every 
day. The scoliosi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as analyzed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contactless iPad scanner was successfully used for mold taking. The orthopedic model was designed in the French 
Rodin4D software, and the orthopedic model was hollowed-out by the Magics software. A suitable three-dimensional printed personalized scoliosis orthopedic 
device was produced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2) All the seven patient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bb angle before treatment was (29.43±7.68)°, 
and the angle of trunk inclination was (11.57±2.76)°. At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Cobb angle was (8.71±5.96)° (corrected 72%), and the angle of trunk 
inclination was (3.57±2.57)° (corrected 70%). The Cobb angle and angle of trunk inclin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1). 
(3) The digital medicine and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re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AID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e 
production of personalized scoliosis orthopedic program is feasible, and the orthopedic rehabilitation effect is remarkable. 
Key words: spine; scoliosis; idiopathic; adolescent; 3D printing; computer aided design; orthosis; personalization; Cobb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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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方法

1.4.1   3D 扫描躯干取模   扫描前准备工作，患者穿上合适弹

性背心，徒手定位锁骨、髂前上棘、髂后上棘，使用胶带进

行标记，方便对模型进行定位。

扫 描 仪：Structure Sensor( 尺 寸 119.2 mm×27.9 mm×    

29 mm，质量 99.2 g，范围 40-350 cm) 是一款主要针对 iPad

等移动设备的便携式 3D 扫描仪 ( 图 1)，外观为一个圆滑的

长方体，通过支架固定在 iPad 上，并通过数据线和 iPad 连接。

Structure Sensor由 2个红外线发射器获得物体表面的点数据，

然后由红外接收器接收，捕获后的数据经过处理，从而获得

三维模型数据。

在 iPad 下载 Captiva 软件，打开软件，双手持 iPad，调

整位置和距离，使躯干全部出现在屏幕中间的方框内，围绕

患者进行转动，扫描成功的区域会由白色覆盖，完成之后点

击“Done”即可。将扫描完成后生成文件，通过邮件发送到

指定邮箱。

1.4.2   虚拟矫形设计   将人体的 3D 扫描模型导入 Rodin4D 软

件 ( 法国 Rodin4D 公司假肢矫形器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系

统 )，并将患者的脊柱全长 X 射线片插入模型，参照体表和

骨骼情况进行修型设计，然后对人体 3D 模型进行裁剪及表

面光滑处理，在侧凸顶椎处设计压力区 ( 向内凹处 )，对侧

设计压力释放区 ( 向外凸处 )，矫形器设置为前开口，并在

人体 3D 模型进行模拟适配，完成后将矫形器模型初版生成

STL 格式。此过程的目的是构建矫形器的三点力压力矫形系

统，根据国际脊柱侧凸整形外科和康复治疗协会 (SOSORT)

指南
[11]
，三点力矫正系统被认为是矫正脊柱侧凸的基本生物

力学原理。

1.4.3   矫形器后期设计   在 Magics 中打开上一步的矫形器模

型，对模型表面进行镂空处理，可以减轻质量、提升透气性、

增加美观度；根据制作矫形器的经验及对 3D 打印材料强度

的考虑，对模型进行向外加厚 4 mm 的处理，并对模型进行

光滑处理。至此脊柱侧凸矫形器的模型设计完成，将文件导

入设备通过 3D 打印技术进行制作。

1.5   主要观察指标   所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或家属

每周进行电话随访，确保所有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每

日佩戴矫形器时间为 20-22 h。矫形器佩戴 6 个月后复查脊

柱 X 射线平片 ( 需脱下矫形器 24 h)，根据脊柱侧凸角度进展

情况更改、修正矫形器，总计佩戴时间为 1 年。干预前后进

行 Cobb 角及躯干倾斜角测量，观察疗效差异。

1.5.1   Cobb 角   Cobb 角是诊断脊柱侧凸的黄金标准
[12]
，也

是评估脊柱侧凸治疗效果的基础，在整个青少年特发性脊柱

侧凸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测量方式：在 X 射线片上，

用直线标出上端椎的上终板和下端椎的下终板，两线延长线

的夹角或者两线垂线的交角即为 Cobb 角。

在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所有患者均由 2 个医生进行

Cobb 角测量，取平均值。有效：Cobb 角减少 > 5°；无效：

Cobb 角减少≤ 5°[13]
。

1.5.2   躯干倾斜角   在众多躯干畸形指标中，躯干倾斜角在

是一种公认的临床测量方法。测量时，受试者背对测试者，

除去上身衣物，受试者做 Adam 前屈试验。具体姿势
[12，14]

：

双脚分开保持约 15 cm 的距离，肩膀放松，膝盖伸直，双手

放在膝盖前，肘部伸直，掌心相对。将 Sociometer 放在患者

背部，零标度正对脊柱中点，读出躯干倾斜角的度数，取最

大值进行记录。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处理，组内比较用

配对样本 t 检验，显著性水平 α=0.05。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者7例，

均完成 6 个月随访。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2。

2.3   模型扫描及裁剪   扫描完成的初始模型，可以从各个角

度旋转观察。设计脊柱侧凸矫形器，需要用到的是患者的躯

干，裁剪掉不需要的部分，并与患者的 X 射线片、图片进行

比对，见图 3 所示。

2.4   虚拟矫形设计   在侧凸腰椎处设计压力区 ( 向内凹处 )，

对侧设计压力释放区 ( 向外凸处 )，见图 4；在侧凸胸椎处设

计压力区 ( 向内凹处 )，对侧设计压力释放区 ( 向外凸处 )，

见图 5；虚拟矫形结构见图 6 所示，矫形器开口在前。

2.5   矫形器后期设计   使用 Magics 软件对矫形器模型进行加

厚和表面镂空操作，见图 7 所示。

2.6   打印矫形器及矫形效果分析   打印实物见图 8。患者初

次穿戴 3D 打印脊柱侧凸矫形器后进行站立位脊柱全长 X 射

片检查，矫形效果明显，见图 9。说明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 3D 打印制作的脊柱侧凸矫形器可精确矫正畸形，有效防

止矫形器相关并发症，并对患者进行多次随访，患者均无任

何不良反应发生。

对穿戴 6 个月的患者进行随访，脱下矫形器 24 h 后，

进行站立位脊柱全长 X 射线片检查，并应用 Scoliometer 测

量躯干倾斜角，矫形效果分析见表 1。

治疗前后 Cobb 角的结果显示，sig.( 双侧 )=0.000，两样

本所属总体平均数相等的概率 P=0.000 < 0.01，平均数间的差

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佩戴 3D 打印个性化脊柱侧凸矫形器治

图 1 ｜便携式 iPad 扫描仪

Figure 1 ｜ Portable iPad 

scanner

纳入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凸

患者 7 例

使用计算机辅助设

计和 3D 打印技术

制造矫形器

每日佩戴矫形器

时间 20 h以上，

随访 6 个月

7 例患者全部

进入结果分

析，无脱落
→ → →

图 2 ｜试验流程图

Figure 2 ｜ Trial flow chart



1332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5卷｜第9期｜2021年3月

研究原著

疗后患者的 Cobb 角较之前明显下降，说明矫形器对阻止脊

柱侧凸的进展有显著的疗效。

治疗前后躯干倾斜角的结果显示，sig.( 双侧 )=0.000< 

0.01，平均数之间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佩戴 3D 打印个

性化脊柱侧凸矫形器治疗后患者的躯干倾斜角较之前明显下

降，说明矫形器对躯干外观畸形康复有显著的疗效。

3   讨论   Discussion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是复杂的脊柱三维畸形，对于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都是极大的危害，尤其常发于女性。为了有

效阻止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进展，脊柱侧凸矫形器建议

每天穿戴 18 h 以上
[15]
，然而长时间佩戴有腰背疼痛、肺功

能下降、皮肤溃疡及过敏等并发症的风险
[16]
，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导致矫形器依从性下降。研究发现，矫形器治疗成

功率降低的主要因素是患者的依从性差，良好的依从性会降

低脊柱侧凸曲线进展
[17-18]

，因此，制作舒适、轻便、透气的

矫形器来提升依从性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传统矫形器制造技术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材料，

加工时石膏膨胀系数较大和材料冷却产生回弹会降低矫形器

精度
[19]
，故而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在矫形器

领域的应用正蓬勃开展。COBETTE 等
[20]

的研究发现，与传

统方式制作的矫形器进行对比，利用 CAD 联合有限元模拟技

术设计的新型矫形器壁薄 61%，耗材减少 32%，舒适性较好，

但矫形器没有进行镂空设计，制作流程上还存在一定问题。

图 3 ｜扫描得到的模型、患者图片和 X射线片
Figure 3 ｜ Scanned models, patient image and X-ray film 

图 4 ｜主弯处虚拟矫形设计
Figure 4 ｜ Virtual orthopedic design at the main curve 

图 5 ｜代偿弯处虚拟矫形设计
Figure 5 ｜ Virtual orthopedic design at the compensatory curve 

图 6 ｜虚拟矫形器模型
Figure 6 ｜ Virtual orthotic model 

图 8 ｜ 3D 打印脊柱侧凸矫形器
Figure 8 ｜ Three-dimensional-printed scoliosis orthosis 

图注：图 A 示脊柱存在侧凸

和冠状面失衡，B 示矫形器

对脊柱畸形的矫正

图 9 ｜患者初次佩戴后 X 射

线片变化

Figure 9 ｜ X-ray changes 

after the patient's first wear 

brace

表 1 ｜患者治疗前后疗效分析                         (x-±s，n=7，°)
Table 1 ｜ Analysis of curative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时间 Cobb 角 躯干倾斜角

治疗前 29.43±7.68 11.57±2.76
治疗后 6 个月 8.71±5.96 3.57±2.57

t 值 12.50 11.05
P 值 0.000 0.000

A B

图注：图 A-D 分别为三角面片、加厚、边缘倒角及镂空操作

图 7 ｜矫形器后期设计

Figure 7 ｜ Later stage design of orthosis

A B C D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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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SS 等
[21-23] 

的研究中报道，传统石膏制作的波士顿和色努

式的矫形器，矫正率为 70%-80% [16]
，而标准化 3D 打印技术

制作的类似矫形器矫正率在 90% 左右，虽然几何精度和穿戴

舒适性上表现良好，但计算机设计软件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

展。此次研究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可以根据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类型个性化定制、镂空设

计，在减轻矫形器质量的同时不影响矫形效果，并提高美观

性与透气性；相对于传统石膏制作，3D 打印技术可以很好地

消除矫形器的误差，从而提高矫正的精确性，患者的匹配性

更好。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3D 打印技术的结合，使得患者有

更好的穿戴舒适性和隐蔽性，符合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从而

提高患者的穿戴依从性，最终改善矫形效果。

计算机辅助设计利用软件对矫形器进行虚拟设计，省去

传统制作过程中阳模的铸造环节，裁剪修改也在软件内进行，

节省了大量的材料消耗；并且可以完成传统制作方式不易进

行的镂空操作，在改善透气性的同时也降低了矫形器的质量，

从而提高患者的舒适性。在 3D 扫描取模有效的基础上，使

用 Structure Sensor 扫描仪捕获精确的患者三维模型，并通过

邮箱导出 ply 或 obj 格式的 3D 模型文件进行设计
[24]
。国内研

究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夜用型脊柱侧凸矫形器时，模型在多

个软件中转换导致表面轮廓有所失真，而且只考虑冠状面的

矫形效果。此次研究使用法国 Rodin4D 软件进行实时的三维

模型修改，整合所有模型修改命令，并将重做、取消、修改、

删除这些命令应用于三维模型，可以避免多个软件间的转换，

并且可以引导缺乏经验的用户修改精确的模型，节约大量的

时间。在传统石膏技术制作的基础上，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可以避免矫形器制作师在制作评估时的个体差异，极大限度

地完善矫形器制作的精准性
[10]
。

3D 打印技术一直受到康复医学专家的关注，尤其在康

复工程方面，如矫形器、假肢，因其个性化制作和效率高的

优势被广泛应用
[25]
，但相关的医学诊疗流程却研究很少。王

金武等
[9]
在 2018 年首次对 3D 打印矫形器的设计、制造、使

用及全流程监管做了指导性的建议，推动了 3D 打印矫形器

在国内的发展。研究报道，在手部、膝关节、足踝部和头颈

部的康复矫形器制作过程中
[26-29]

，3D打印技术已经开始应用，

但是关于脊柱侧凸矫形器的研究却很少。此课题旨在研究个

性化脊柱矫形器的整体制作流程，结合数字医学、计算机辅

助设计等技术，探索符合人体运动科学、康复工程学及生物

材料学的个性化脊柱侧凸矫形器制作的可行性，提高青少年

特发性脊柱侧凸的临床康复疗效。此外，注重多学科协作的

理念，整合各学科人员的专业优势，通过汇报讨论的模式为

患者提供个性化、精准化、规范化的矫形方案。患者就诊于

骨科，由骨科医师进行体格检查及开具检查单等确诊相关疾

病；对于需要使用 3D 打印脊柱侧凸的患者，于影像科进行

影像学检查，影像科医生整理数据后将 DICOM 数据发送至

假肢矫形师，并协助对数据进行建模、个性化设计康复辅具；

物理治疗师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给予相关 3D 打印康复辅具

设计的建议，并协助患者佩戴矫形器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

避免长期佩戴矫形器带来的不适；设计完成的矫形器由医学

工程师安排 3D 打印，最终在物理治疗师的参与下，假肢矫

形师进行适配与信息反馈，整个流程涉及外科学、康复医学、

影像医学、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工程等多门学科，体现了

医工融合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学科人员的专业性，可为康复

辅具制作的多学科协作模式提供经验。

脊柱侧凸矫形器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有效性

已经在国际上获得认可
[30]
。此次研究发现，3D 打印个性化

脊柱侧凸矫形器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 Cobb 角和躯干倾斜

角，患者初始 Cobb 角为 (29.43±7.68)°，6 个月后 Cobb 角为

(8.71±5.96)°( 矫正 72%)；初始躯干倾斜角为 (11.57±2.76)°，6

个月后躯干倾斜角为 (3.57±2.57)°( 矫正 70%)。对患者治疗前

后的情况进行对比，可以减小不同患者之间的误差，观察到

治疗前后脊柱侧凸的矫正效果。保守治疗的目标：一是减少

或停止曲线的进展，二是改善患者的躯体外观畸形。Cobb 角

是评估脊柱侧凸严重程度的标准，躯干倾斜角通常用来量化

侧凸导致的躯干外观畸形程度，个性化脊柱侧凸矫形器在阻

止曲线进展的同时，也改善了躯干外观畸形，康复效果明显。

3D 打印技术与医学、生物材料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会发挥

“1+1 大于 2”的效果，对康复矫形辅具来说，这不仅是为

制造矫形器提供一种方式，而且是开发新一代矫形器的关键。

目前，国内康复辅具制造逐渐接受“数字化设计”“批

量个性化生产”等先进制造理念，开展 3D打印康复辅具研究。

国家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中

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政策
[31]
，强调 3D 打印技术在康复医

学领域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促进康复辅具设计创新、提高定

制化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目前具体 3D 打印康复辅具

的标准不全、患者适配缺乏医疗保险支付保障等因素成为限

制该技术推广应用的瓶颈。

此次研究涉及的患者数量较少，随访时间为 6 个月，对

于个别初始 Cobb 角度较大的患者还需要进一步的随访，但

3D 打印个性化脊柱侧凸矫形器的疗效是可靠的。通过个性化

设计及快速制造矫形器方案，获得了满足患者个性化需求的

矫形器，整个过程操作简便，但 3D 打印个性化脊柱矫形器

的长期疗效还有待于进一步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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