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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采用奇异值分解法定位膝关节置换过程中髓内杆的入针点

汪  震 1，胥  义 1，涂意辉 2

文题释义：

奇异值分解法：奇异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是线性代数中一种重要的矩阵分解，是特征分解在任意矩阵上的推广。它

是一种在通信系统MIMO、机器学习、图像处理、数据压缩降噪等领域被广泛运用的算法，任何矩阵都可以通过SVD进行奇异值分解，通

过剔除小的奇异值，可以减少图像的噪声或去除冗余信息。

下肢力线：也称下肢机械轴线，即站立位X射线片前后像股骨头中心与踝关节中心的连线。正常人体站立时，下肢机械轴通过膝关节中

心，称为“中立”力学轴线。股骨解剖轴与下肢力线有平均6°的外翻角；胫骨解剖轴与机械力线重合。

摘要

背景：在膝关节置换手术过程中，假体对线是一个手术要点，其对于植入物存活年限有着很大影响。髓内定位杆在术中假体植入对齐的作

用已经得到了验证，髓内定位杆插入误差过大会增加假体植入失败和内侧骨塌陷的概率，髓内定位杆的插入路径依赖于解剖轴的确定。

目的：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方式，基于奇异值分解法对解剖轴确定的方式进行改进，提高髓内定位杆的插入精度，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

方法：对9例需要接受全膝关节置换患者的术前扫描CT图像进行处理，通过MIMICS RESEARCH 17.0对股骨进行三维重建。使用MATLAB2018b
软件，通过奇异值分解方法对股骨解剖轴确定的方式进行改进，将模拟多点法拟合解剖轴髓内杆插入后的模型导入3-matic中进行误差角度

的测量；并与传统方法(两点法拟合解剖轴)及推荐法髓内定位杆的插入进行模拟及验证比较。

结果与结论：试验采用的多点法测量得出的内、外翻角度分别为(1.99±1.03)°，(2.35±1.34)°；前后部偏移角度(1.83±0.67)°，(1.60±1.82)°，与

传统的临床手术方法比较，平均角度误差减小了0.41°，提升了定位精度。因此，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全膝关节置换中假

体对线的准确性，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

关键词：膝关节置换术；髓内定位杆；奇异值分解法；三维重建；计算机辅助

Entry point of an intramedullary rod in knee arthroplasty: determined using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Wang Zhen1, Xu Yi1, Tu Yihui2 

1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Department of Joint Surgery, Yangpu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3, China
Wang Zhen, Master candidate,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Xu Yi, PhD, Professor,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During knee arthroplasty, prosthesis alignment is a key point,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life span of implants. The role of an 
intramedullary rod in the intraoperative alignment of prostheses implanted has been verified. Excessive insertion error of the intramedullary rod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prosthesis implantation failure and medial bone collapse. Moreover, the insertion path depend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atomical axis.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computer-aided method for positioning the anatomical axis based on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insertion 
accuracy of intramedullary rod and prolong the life span of prostheses impl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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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研究基于奇异值分解法定位膝关节

置换术中髓内杆的入针点，准确寻

找膝关节股骨的解剖轴，提高了髓

内定位杆插入这一手术要点操作的

准确性；并且操作简单易行，对临

床医生有指导作用。

获取需要膝关节置

换患者的 CT 数据

Mimics
三维建模

提取中心点坐标

导入 MATLAB
奇异值分解法拟

合股骨解剖轴

根据坐标点将解

剖轴与股骨三维

模型重新拟合

基 于 Mimics 对

传统临床方法复

现

导 入 3-matic 测

量髓内定位杆插

入的误差角度

模拟髓内定位杆

插入

结果：基于奇异值分解法的多点拟合解剖轴可以提升髓内定位

杆的插入精度，延长假体的使用寿命。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6｜No.18｜June 2022｜2829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关节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50 岁左右的人群存在症状的骨关节病发病率达到 50%，到

65 岁以上其发病率高达 70%[1]
。严重的膝关节疾病一般需要

通过全膝关节置换来修复膝关节的功能，纠正膝关节的畸形。

在全膝关节置换中，术后下肢的力线对假体的寿命影响很 

大
[2-3]

，髓内定位杆在股骨中的位置 ( 包括偏内、偏外、偏前、

偏后 ) 可能会影响下肢的力线
[4-5]

，进而对假体的植入效果以

及使用寿命产生负面影响。以往的临床手术以及相关研究已

经证明，髓内定位杆在股骨远端表面的插入点对其在股骨髓

腔内的位置有着重要影响
[6]
。一般来讲，髓内定位杆的插入

点是在髁间凹转弯处上方 0.8-1 cm 处
[7]
，或是解剖轴与股骨

远端表面的交点处
[7-8]

。股骨解剖轴被定义为股骨管所有中

点的连线，而在实际手术中，外科医生通常将距股骨远端表

面 10 cm 和 20 cm 处中点的连线视作解剖轴，将这条轴线与

股骨远端表面的交点作为髓内定位杆的入针点。

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技术已经在骨科、口腔、肿瘤等

临床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9-13]

。计算机辅助导航系统通过

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中精确的截骨、假体置入和软组织平衡

以保证重建下肢力线，改进手术效果
[13-14]

。早在 1988 年，

KILGUS 等
[15]

就利用三维重建技术设计和制造个性化假体用

于复杂的髋关节置换患者；同年 MURPHY 等
[16]

也利用了计

算机对 CT 影像进行分析，选择最合适的人工关节用于特殊

患者的治疗。文献调研表明，计算机辅助技术虽然在膝关节

置换术以及其他的临床领域有着广泛运用，但是在寻找膝关

节置换术中髓内定位杆入针点位置的应用较为少见。MA 等
[7]

通过三维建模以及对股骨管内两点的定位来确定解剖轴的位

置，将髓内定位杆沿着解剖轴的方向插入以提高精度。然而

通过髓腔内两点确定的解剖轴与临床上定义的解剖轴依然存

在一定误差。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改进方法以提高定位精度。

一般来讲，股骨内定位解剖轴要采用直线拟合的方法。

直线拟合一般使用小二乘法
[17-18]

、梯度下降法
[19]
、奇异值分

解法等
[20]
，其中最小二乘法以及梯度下降法大多用于二维平

面上的直线拟合，这些方法在拟合三维直线时，需将空间点

投影到一个平面上再进行拟合，运算过程比较复杂，而奇异

值分解法可以直接通过三维离散点的坐标对其进行奇异值分

解得到拟合直线，这比其他方法更加简单，同时基于奇异值

分解法的直线拟合精度比其他方法更高
[20]
。因此，该文章基

于奇异值分解法，重新定位股骨解剖轴，提升髓内定位杆插

入的精度，从而延长膝关节假体的使用寿命，提高手术的安

全性和准确性。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分析，独立性 t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于上海

理工大学完成。

1.3   对象   试验数据来自杨浦中心医院。对 9 例需要膝关节

置换患者的术前 CT 数据进行实验操作，CT(SIEMENS，128

排螺旋 CT，德国 ) 扫描长度约为 30 cm 股骨，CT 层厚为 

0.75 mm。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4 例；左腿 5 例，右腿 4 例；

年龄 45-62 岁，平均年龄为 53.8 岁。

1.3.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重度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诊断标准；

②需要进行膝关节置换者；③膝关节无创伤史、疾病史以及

手术史。

1.3.2   排除标准   ①先天畸形病变及严重的膝关节畸形，股

骨关节外畸形；②膝关节周围有既往手术史者；③股骨重度

骨质增生者。

该临床研究方案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杨浦中

心医院的相关伦理要求，患者对资料的提供完全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4   试验所用软件   MIMICS RESEARCH 17.0(Materialise 公

司，比利时 )；3-matic(Materialise 公司，比利时 )；MATLAB-

2018b(MathWorks 公司，美国 )；SPSS statistics 17.0(SPSS 公司，

美国 )。
1.5   方法   

1.5.1   三维建模及奇异值分解算法   通过 MIMICS RESEARCH 

17.0 对患者股骨的术前 CT 进行三维建模，并提取出三维模

型的轮廓线。将股骨 CT 图像每一层的中点坐标提取并导入

到 MATLAB 中，基于奇异值分解的算法拟合所有空间散点的

三维直线，该算法的主要思想为
[20]
： 

A=UΣVT                                                                                      (1)

其中，A 为去中心化后的空间离散点坐标构成的 n*3

METHODS: We processed preoper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es from nine patients scheduled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nd reconstructed the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femur using MIMICS RESEARCH 17.0. MATLAB2018b software was subsequently used to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of the anatomical 
axis of the femur using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Insertion of the intramedullary rod was simulated based on the anatomical axis fitted using multi-
point method. After that, the model was introduced into 3-matic, and angle error was measured. Traditional method by which the anatomical axis was fitted by 
two-point method and the recommended method described above were compared and verified through the simulated insertion of the intramedullary ro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varus and valgus angles measured by the multi-point method were (1.99±1.03)° and (2.35±1.34)°, respectively.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offset angles were (1.83±0.67)° and (1.60±1.82)°,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urgical method, the recommended method could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by which the average angle error was reduced by 0.41°. Therefore, the recommended method described above helps further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rosthesis alignment in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nd prolong the lifespan of prostheses implanted.
Key words: knee arthroplasty; intramedullary rod;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computer-a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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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矩阵，U 为一个 n*n 的正交矩阵，Σ 为 n*3 的只含对角线

元素的矩阵，对角线上的值为奇异值，VT
为 3*3 的正交矩

阵，所有矩阵均可通过奇异值分解法进行变换由上述公式表 

达
[19]
。一般来说，奇异值大的方向为信号方向，奇异值小的

方向为噪声方向。因此，拟合的直线方向向量与最大奇异值

对应的方向向量相同
[19]
。该算法的流程示意图见图 1。

髓腔内的前后部以及内外侧最大的偏移角度，将 3 种方法的

误差角度导入 SPSS statistics 17.0 软件，进行独立性 t 检验，

计算其平均误差的大小，对实验方法与其他两种方法的显著

性分析，当 P < 0.05 时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解剖轴对误差角度的影响   对 9 例需要接受全膝关节置

换患者的术前 CT 进行处理，其中同一患者的股骨通过不

同方法拟合的两条解剖轴，见图 2；在模拟两点法拟合解

剖轴时，寻找解剖轴并插入髓内杆的方法见图 3A，连接

距股骨远端 10 cm 和 20 cm 处中点的连线视作解剖轴，将

解剖轴与股骨远端表面连线作为髓内杆的入针点，髓内杆

末端在股骨髓腔内的前后部以及内外侧最大的偏移位置见

图 3B。

图 1 ｜奇异值分解法的流程图

Figure 1 ｜ Flowchart of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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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临床手术方法上，髓内定位杆的插入一般有两

种方式，即连接距离股骨远端表面的 10 cm 以及 20 cm 的中

点，将连线视作实际手术时的解剖轴，交点作为髓内定位杆

的入针点插入定位杆；或者是将髁间窝上方 1 cm 处作为推

荐入针点进行髓内定位杆的插入。此次研究对传统方法以及

推荐插入髓内定位杆都进行了模拟以及试验验证，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

1.5.2   模拟两点法拟合解剖轴及验证   根据 CT 的层厚确定距

离股骨远端 10 cm 以及 20 cm 所在的 CT 图层，通过 Mimics 

research 17.0 确定两层的中心点并进行连线，将该连线视作

解剖轴，它与股骨远端表面的交点视作髓内定位杆的入针点。

利用该软件制作一根与临床规格一致的导杆 ( 长 30 cm，直

径 5 mm)，按照临床插入标准将导杆由入针点沿着解剖轴插

入至 26 cm 处，将完成的模型导入 3-matic 中，利用 3-matic

软件的角度测量工具测量导杆在髓腔内外侧以及前后部 ( 矢

状面 ) 的最大偏移角度。

1.5.3   模拟推荐点插入髓内定位杆及验证   股骨髁间窝是股

骨内侧髁和外侧髁后面之间的深窝，通过 Mimics research 

17.0 软件的测量定位髁间窝上方 1 cm 的入针点，模拟髓内

定位杆的插入，其误差角度的测量方法与两点法完全相同。

1.5.4   模拟多点法拟合解剖轴及验证   通过 Mimics research 

17.0 软件提取并记录每一个 CT 图层的中点坐标，将坐标导

入 MATLAB 软件中，利用奇异值分解法将所有的中点拟合

为一条三维直线，并根据直线经过的相应坐标点重新导入

mimics 中，该直线视作股骨解剖轴，其与股骨远端表面交点

视作髓内定位杆的入针点。模拟导杆的插入方式以及角度测

量方法与两点法完全相同。

模型与人体为 1 ∶ 1 建模，因此在计算机完成模拟实验

后，根据股骨远端的髁间窝等相应解剖标志与定位点的位置

关系，可在实际术中精确定位计算机仿真模拟出的最佳入针

点，并将该试验方法下的角度测量结果与其他研究者使用的

方法进行比较
[7-8，12]

。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解剖轴对误差角度的影响；②推荐点

的角度误差；③性别对入针误差角度的影响。

1.7   统计学分析   分别测量不同方法 ( 两点法拟合的解剖轴

和多点法拟合的解剖轴以及从推荐点入针 ) 下髓内杆在股骨

图注：图 A 将距离股骨远端表面 10 cm(P 点 ) 和 20 cm(M 点 ) 的中点相

连，将连线视作解剖轴交股骨远端表面于 C 点，C 点作为髓内定位杆的

入口点。B 为股骨髓内定位杆在股骨管中产生最大误差时的杆终点位置

( 圆圈为髓内定位杆插入 26 cm 末端在股骨髓腔内的位置 )，并测量其与

解剖轴的角度误差

图 3 ｜两点法拟合解剖轴及验证

Figure 3｜Anatomical axis fitting using two-point method and its verification

图注：左侧直线为两点法拟合的解剖轴；右侧直

线为多点法拟合的解剖轴图

图 2 ｜不同方法下的解剖轴

Figure 2 ｜ Extracting the anatomical axis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多点法拟合解剖轴试验寻找解剖轴的过程见图 4。将股

骨管内所有中点相连，它们的连线为一条曲线，见图 4A；

基于奇异值分解法将拟合所有空间点的三维直线并导入三维

模型中，见图 4B，C；最后将导杆沿着解剖轴与股骨远端表

面的交点插入，见图 4D。其中 1 例股骨髓内定位杆在两点

法下内外侧误差测量见图 5A，多点法下的内外侧误差测量

见图 5B，两种方法下所有误差角度的折线图见图 5C。

在传统的实验方法 ( 两点法 ) 下，股骨内、外翻的角度

范围在 1.58°-4.14°，平均误差角度为 (2.35±0.36)°；在矢状

面前后最大偏移量的角度范围为 1.16°-3.73°，平均误差角度

为 (1.72±0.12)°；内外翻角度误差大于 3° 的有 4 例，最大为

4.14°，前后角度误差大于 3° 的有 1 例，最大的偏移角度为

3.73°。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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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研究提出的基于计算机辅助的入针点的寻找方法

( 多点法 ) 下，股骨内、外翻的角度范围在 1.01°-3.14°，平

均误差角度为 (2.17±0.18)°；在矢状面前后偏移量的角度范围

为 0.91°-3.42°，平均误差角度为 (1.72±0.11)°。其中内外翻角

度误差大于 3° 的有 1 例，最大为 3.08°；前后角度误差大于 3°

的为同一例，最大的偏移角度为 3.42°。

两点法和多点法角度误差测量结果见表 1-3。

2.2   推荐点的角度误差   髁间窝上方 1 cm 处是很多临床医生

提出的髓内杆入针的推荐点
[12]
。以推荐点作为髓内棒入针点

插入解剖轴见图 6，对髓内棒在股骨管内的误差进行测量，

见表 4。

图注：图 A 为两点法下的误差角度测量；B 为多点法下的误差角度测量；

C 为两种方法下的角度误差折线图

图 5 ｜两点法和多点法拟合解剖轴的误差角度测量

Figure 5 ｜ Error angle measurement during anatomical axis fitting using 
two-point method and multi-point method

图注：图 A 为股骨管内所有中点的连线为一条曲线；B 为基于所有中点

坐标拟合出三维直线；C 为将直线导入三维模型，将其视作解剖轴；D
为沿解剖轴方向插入髓内定位杆

图 4 ｜多点法拟合解剖轴实验过程

Figure 4 ｜ Experimental process of anatomical axis fitting using multi-
point method

图注：图 A 中 P 点为髁间窝上方 1 cm 处的髓内杆入针点；B 为髓内杆

通过 P 点插入髓腔

图 6 ｜髓内杆在推荐点的插入

Figure 6 ｜ Insertion of intramedullary rod at the recommended point

表 3 ｜每例患者采用两点法和多点法拟合解剖轴的最大潜在误差角度
                       (°)

Table 3 ｜ Maximum potential error angle of the anatomical axis fitted by 
two-point and multi-point methods in each patient

方

法

指标 最大潜在误差 平均

值
患者 1 患者 2 患者 3 患者 4 患者 5 患者 6 患者 7 患者 8 患者 9

两

点

法

内翻 2.07 3.17 4.14 2.78 1.86 1.84 2.24 3.10 3.14
外翻 2.32 1.58 2.26 3.97 2.47 1.98 2.24 2.19 2.95
前部偏

移量

1.63 2.03 2.55 2.78 2.09 2.16 1.46 1.84 3.73

后部偏

移量

1.73 2.35 2.98 2.65 2.09 1.16 1.16 1.58 2.86 2.36

多

点

法

内翻 1.96 1.94 1.24 2.54 2.10 1.77 1.53 2.73 2.12
外翻 2.77 1.01 2.21 2.94 2.10 1.78 2.30 2.75 3.08
前部偏

移量

1.85 2.17 1.16 2.40 1.81 1.58 1.33 2.06 2.41

后部偏

移量

1.30 1.49 0.91 2.32 1.31 1.24 1.12 1.30 3.42 1.95

表 4 ｜患者在推荐点的髓内杆角度误差                                                 (x-±s，°)
Table 4 ｜ Angle error of intramedullary rod at the recommended point in 
patients

参数 男性股骨 (n=5) 女性股骨 (n=4) 左腿股骨 (n=5) 右腿股骨 (n=4)

内翻 5.07±1.75 3.26±2.50 3.00±0.81 4.52±1.08
外翻 4.41±1.37 3.03±0.73 4.45±1.17 3.27±0.61
前部偏移量 5.16±1.19 3.26±0.43 3.50±1.69 4.87±0.40
后部偏移量 2.50±0.47 1.96±0.59 2.51±0.76 1.97±0.97

表 1 ｜两点法拟合解剖轴的角度误差                                                     (x-±s，°)
Table 1 ｜ Angle error of the anatomical axis fitted by two-point method

参数 男性股骨 (n=5) 女性股骨 (n=4) 左腿股骨 (n=5) 右腿股骨 (n=4)

内翻 3.06±1.08 2.26±0.73 2.33±0.81 3.06±1.08
外翻 2.60±1.37 2.22±0.73 2.80±1.17 2.19±0.61
前部偏移量 2.54±1.19 1.89±0.43 2.04±1.69 2.15±0.40
后部偏移量 2.51±0.47 1.50±0.59 2.10±0.76 2.02±0.97

表 2 ｜多点法拟合解剖轴的角度误差                                                     (x-±s，°)
Table 2 ｜ Angle error of anatomical axis fitted by multi-point method

参数 男性股骨 (n=5) 女性股骨 (n=4) 左腿股骨 (n=5) 右腿股骨 (n=4)

内翻 1.93±0.80 2.03±0.70 2.02±0.52 1.92±0.81
外翻 2.40±0.68 2.23±0.85 2.64±0.54 1.94±0.81
前部偏移量 1.60±0.81 1.70±0.36 1.96±0.46 1.74±0.67
后部偏移量 1.89±1.53 1.24±0.12 1.89±1.53 1.24±0.33

以推荐点作为入针点时髓内杆插入后所产生的最大潜在

误差，除后部偏移角度范围在 3° 以内，其余方向的角度误

差均大于 3°。最大的误差角度为 7.73°，为男性股骨的后部

偏移角度；最小的误差角度为 0.42°，为女性股骨的后部偏

移角度；男性髓内杆入针后误差角度普遍大于女性。所有病

例均有误差大于 3° 的误差方向。

2.3   性别对入针误差角度的影响    两点法男性股骨髓内定位

杆在股骨管内冠状面最大的内翻误差角度范围为为 2.24°-
4.14°，外翻误差角度为 2.19°-3.97°；女性股骨髓内定位杆

在股骨管内冠状面的内翻角度范围最大为 1.84°-3.17°，外翻

误差角度范围为 1.58°-2.47°。在矢状面上，男性患者股骨髓

内定位杆的最大前后偏移量范围分别为 1.46°-3.73°，1.16°-
2.98°；女性的最大偏移量为 1.63°-2.16°，1.1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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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提出的基于计算机辅助入针点的寻找方法 ( 多

点法 ) 男性股骨髓内定位杆在股骨管内冠状面最大的内翻误

差角度范围为 1.24°-2.73°，外翻误差角度为 2.21°-3.08°；女

性股骨髓内定位杆在股骨管内冠状面的内翻角度范围最大

为 1.77°-2.10°，外翻误差角度范围为 1.01°-2.77°。在矢状面

上，男性患者股骨髓内定位杆的最大前后偏移量范围分别为

1.16°-2.41°、0.91°-3.42°；女性的最大偏移量为 1.58°-2.17°、
1.24°-1.49°。无论是在传统手术方法下还是在此次研究的试

验方法，男性患者在进行髓内杆入针时的误差角度普遍大于

女性患者。

2.4   显著性分析   将测量得到两点法与多点法的角度误差数

据导入 SPSS，对其进行显著性分析，得到的 P 值为 0.012 < 

0.05，所以两组数据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推荐点插入髓内杆

得到的结果与多点法结果进行显著性分析，得到的 P 值为 

0.00 < 0.05。即多点法测量出的髓内定位杆插入产生的最大

潜在角度误差明显小于两点法以及推荐点入针的髓内定位杆

插入时产生的角度误差。

3   讨论   Discussion
此次研究最大的发现是通过采用奇异值分解法，提升股

骨解剖轴的重建精度，从而确定更合适的髓内定位杆的入针

点位置。在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中，股骨髓内定位杆进针点的

重要性已有大量实验研究
[21-23]

，当其内外翻角度超过 3° 时，

假体植入失败和内侧骨质塌陷的可能性增加约 17 倍
[24]
。目

前虽然有研究通过计算机辅助技术对最佳入针点的位置进行

了描述，如 XIAO 等
[8]
，但因其选择研究对象为 18-29 岁的

正常青年人，而非骨性关节炎常见的中老年人，所以其试验

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MA 等
[7]
虽然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

提高了手术时的定位精度，但是试验思想还是基于传统的临

床手术方法下。为了准确寻找解剖轴，此次研究提出了多点

法拟合解剖轴，并与其他研究者使用的两点法以及推荐点入

针法的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由结果测量数据可以看出，与

两点法和推荐点入针的方法相比，研究提出的多点法在寻找

解剖轴上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与两点法相比，髓内杆入针

后最大误差角度平均减小了 0.41°，一定幅度上提升了髓内

杆插入的精度；与推荐点入针的方式比较，多点法更是大幅

度提升了定位精度，这对实际手术假体植入时的对准以及截

骨角度的切割精度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延长假体在植入后

的使用寿命，改善患者的术后体验。

此次研究基于解剖轴的定义，提出了基于奇异值分解拟

合空间直线的方法，拟合一条与所有三维空间点最为贴合的

空间直线，并将其视作解剖轴。奇异值分解法的本质是将空

间上的所有点视作一个椭球面，经过奇异值分解变换得到的

所有奇异值为椭球的每个半轴长度，根据奇异值分解的几何

意义，其要拟合的三维直线为椭球体最长的半轴方向，也即

为最大的奇异值方向。在二维平面上，直线的拟合大多采用

最小二乘法
[17-19]

，但是在三维空间中拟合直线时，需要将三

维空间上的点投影到两个二维平面上，再进行 2D 的求解，

这种方法在处理数据时操作繁琐且误差较大。奇异值分解法

区别于最小二乘法，在拟合三维直线时只需要将数据中心化，

将所有点坐标视作一个 N 阶的矩阵，通过奇异值分解的矩阵

变换求出所有的奇异值，得到的最大奇异值即为拟合的三维

空间直线。这种方法不需要考虑矩阵的误差，也不进行迭代

算法，只需要简单的奇异值分解就能得出直线方程的各项系

数，操作简单易行，且其准确性也优于其他方法
[20]
，可以给

临床医生提供准确的术前指导。此次研究在试验验证所寻找

解剖轴的准确性时所创建的导杆规格与临床手术的导杆规格

完全一致。

基于奇异值分解的试验方法，此次研究测量了髓内杆在

股骨管内最大的前后偏移量与内外翻的角度误差，表 3 汇总

了所有病例在两点法以及多点法下的最大角度误差。在多点

法试验方法下，最大潜在误差角度大于 3° 的仅有 1 例 ( 外翻

角度为 3.08°，后部偏移量为 3.42°)，其余病例测得的最大误

差角度均在临床手术期望的范围之内。而通过两点寻找解剖

轴的方法下有 5 例患者的最大潜在角度误差大于 3°，这是因

为通过两点定位确定解剖轴的位置与临床定义解剖轴的位置

误差较大，从而髓内杆插入时的误差也变大，以推荐入口点

作为髓内棒的插入点时角度误差较大，所有病例最大潜在角

度都超过临床预期的 3° 误差，最大的误差角度达到了 7.37°，

但是该方法的后部偏移角度误差较小，这是因为其入口点比

较靠近后侧髓腔壁，髓内杆不会在这个方向上产生较大误差。

通过对表 3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此次研究的试验方法

下髓内杆插入的准确性达到了 88.90%，相较于两点定位方法

下 44.44% 的准确率，研究极大提高了手术时假体植入的准

确率以及提供了一个更加精确的股骨截骨角度。由表 1，2

中不同性别患者的最大潜在角度误差可知，男性患者股骨髓

内定位杆的潜在角度误差普遍大于女性患者，这表明在全膝

关节置换手术时，针对男性患者的外翻预设以及截骨角度要

大于女性患者，这对临床手术来说具有指导意义。试验数据

的缺乏是此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对试验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了

一定影响，作者还需要对更多的数据进行分析及进一步验证

该方法的优越性。

结论：该研究为解决髓内杆入针点的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奇异值分解法寻找解剖轴进而确定髓内杆入针点以及入

针路径的方法。通过三维建模以及模拟髓内杆插入的方法验

证该方法的可行性，与传统方法的对比也凸显出研究提出的

多点法能一定程度改善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中髓内杆植入的准

确性，并且操作过程简单易行，结果准确。同时，建立的模

型与实际人体股骨的比例为 1 ∶ 1，在计算机完成模拟试验

后，根据股骨远端的髁间窝等相应解剖标志与定位点之间的

位置关系，可在实际术中精确定位计算机仿真模拟出的最佳

入针点，因此基于奇异值分解法定位髓内杆入针点的方法对

临床手术效率以及手术精度有指导意义。

但是在该研究中由于病例数有限，因此之后应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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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病例数量，以减小统计误差，确定更为明确的临床数据。

同时，将进一步提高算法运行的精度以及致力于搭建一体化

平台，临床医生只需要将 CT 数据导入软件，软件可以自动

处理数据，完成相关操作，在模型上标注出入针点的位置并

引导进针路径。这将明显减少临床医生的操作时间，同时也

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需要全膝关节置换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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