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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定位 3D 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椎体成形 
治疗单节段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

黄涛生 1，陈鉴权 2，林新源 2，吕洲明 2，陈茂水 2

文题释义：

骨水泥弥散类型有限元模型建立：该研究中使用的建模方法有直接建模法、基于医学图像的建模、DICOM数据直接建模法，用正、逆向工

程技术结合3D打印技术制作出1∶1体表穿刺导板及体表定位导板，方法与数据真实、准确，术中使用体表导板可减少射线暴露，优化手

术过程，提高手术安全型。

胸腰段椎体成形术：骨质疏松椎体压缩性骨折好发于胸腰段(T11-L2)，椎体成形术通过向伤椎注入骨水泥起到恢复椎体高度、缓解疼痛、强

化椎体等作用，术后可早期功能锻炼，避免长期卧床带来的并发症。

摘要

背景：3D打印导板技术在精准置钉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定位的3D打印体表导板的应用研究目前未见

报道。

目的：探究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定位的3D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临床效果及其安全

性。

方法：选择2020年10月至2021年6月符合纳入标准的50例骨质疏松性椎体(T10-L2)压缩骨折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25例)和对

照组(25例)。观察组按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定位的3D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行经皮椎体成形治疗；对照组行常规徒手经皮穿刺椎

体成形治疗。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获得最佳穿刺位置时穿刺定位时间、穿刺次数、透视次数、透视暴露时长、总手术时长；记录术前、术

后1周、术后3个月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对比 2 组术前、术后1周及术后3个月随访椎体中线高度、Cobb角度；记录围术

期并发症。

结果与结论：①观察组总体穿刺时间、穿刺调整次数、透视次数低于对照组，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
②同组术后1周、术后3个月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均显著低于术前(P < 0.05)；观察组术后1周、术后3个月的目测类比

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均低于对照组(P < 0.05)；③观察组患者术后发生骨水泥渗漏例数显著低于对照组(χ 2=8.754，P < 0.05)；④结

果说明，主动注册结合解剖标志定位的3D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能有效简化及优化手

术过程、缩短手术时间、减少射线暴露、提高手术成功率，有效减少手术并发症，提高经皮穿刺椎体成形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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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是指骨质疏松导致的骨量降

低、骨结构破坏，表现为骨强度下降，在轻微创伤作用下，

甚至日常活动中即可发生的椎体骨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

的加快，中国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发病率也逐年增加，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可引发脊柱后凸畸形及疼痛，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1-2]

。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 因止痛效果确切、手术创伤小、术后恢

复快、总体并发症少等优点逐步成为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

折的主要治疗方法。然而，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的诸多并发

症造成该方法治疗门槛高、学习曲线长，在基层医院不易推

广，尤其骨水泥渗漏是造成诸多严重问题的主要并发症
[3-4]

。

此外，该操作技术需要多次透视，增加了医生和患者射线暴

露风险；老年患者基础疾病较多，长时间俯卧会进一步加重

患者呼吸、循环系统负担
[5]
。精准的定位与穿刺能有效减少

相关并发症。想要实现理想中的通道植入，必然需要多次尝

试，可能产生多次穿刺通道，无形中增加了并发症的风险。

国内学者认为 3D 打印技术可提高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治疗骨

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成功率
[6]
，然而目前的应用方法均

处于打印模型进行比对的阶段。

以往研究试图将传统骨面共面导板用于经皮穿刺椎体

成形，然而因皮肤柔软容易变形，易受体位变化、皮肤表面

标志在 CT 图像无法呈现等因素影响，传统方法难以制作经

皮穿刺导板。鉴于此，作者自行研制了一种 3D 打印体外导

板 ( 专利号：202010315803.1)，弥补了传统共面导板定位不

准确的缺点，利用新型导板可降低术中穿刺难度，减少穿刺

次数，降低反复穿刺、穿刺误差等造成的手术并发症，并通

过提高穿刺准确性带来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效果的改善。该研

究对 50 例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分

析主动注册定位结合体表标志定位辅助经皮穿刺椎体成形与

常规经皮穿刺椎体成形疗效的差异，旨在改良骨质疏松性椎

体压缩骨折的手术方式，减少穿刺次数，减少手术并发症，

提高手术效果。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两组间率的比较行

χ 2 
检验或 t-test 概率法；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双样本

等方差假设检验；组内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成对双样本均值

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6 月在广东省中

医院珠海医院及珠海市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脊柱科完成。

1.3   对象   根据前期开展的预试验手术结果术后 1 周腰椎

功 能 障 碍 指 数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 观 察 组 为

19.5±5.77，对照组为 26.44±5.48。此次研究设定 α 为 0.05，
β 为 0.1，则 target Power(1-β) 为 90%。使用 PASS 15.02 软件

计算得每组最低招募 15 例研究对象，考虑到 10% 的潜在脱

落可能，每组最少需要 17 例患者，放大样本量有助于获得

更准确的数据，因此研究每组纳入 25 例患者，总估计样本

含量为 50例。50例患者根据随机数字法进行分组，观察组 (25

例 ) 和对照组 (25 例 )，观察组按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

定位的 3D 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行经皮椎体成形治疗；

对照组行常规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治疗。两组患者均由同一组

医生进行手术，手术医生均为副高级职称，有每年实施 100

例、总共 500 例以上传统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手术的经验。两

组术后均行常规抗骨质疏松治疗，并佩戴支具保护。

1.3.1   纳入标准   ① X 射线片提示骨折椎体变扁，呈楔形压

缩或双凹征；②既往有明确骨质疏松病史，骨密度测定 T 

值 < -2.5 SD；③ MRI 影像学检查提示为新鲜椎体骨折；④临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3D printing guide technolog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precise nail placement, but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3D printed body 
surface guide plate with active registration localization combined with anatomical marker localization have not been reported.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3D printing percutaneous puncture guide assisted vertebroplasty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with active registration localization combined with anatomic marker localiz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50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vertebral (T10-L2) compression fracture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from October 2020 to 
June 2021 wer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25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25 cas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assisted by 3D printing percutaneous puncture guide plate with active registration positioning combined with anatomical 
marker positioning.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The puncture positioning time, puncture number, fluoroscopy number, 
fluoroscopic exposure duration, and total operative duration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in the two groups when obtaining the optimal puncture loca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were recorded before, 1 week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Vertebral midline height and Cobb angle 
were compared before, 1 week and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eri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total puncture time, puncture adjustment times, and fluoroscopy tim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in the same group at 1 week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surgery (P < 0.05).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1 
week an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P < 0.05). (3) The number of cases of postoperative bone cement leaka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X2=8.754, P < 0.05). (4) Abo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assisted by active registration combined with 
anatomic marker location can effectively simplify and optimize the surgical process, shorte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radiation exposure,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surgery, effectively reduce surgical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safety of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Key words: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active registration and localization; 3D printed guid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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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资料完整。

1.3.2   排除标准   ①合并椎体后壁骨质广泛破坏、明显椎管

占位患者；②存在神经根、脊髓压迫症状；③良、恶性肿瘤

引发的骨折；④合并严重内科疾病及凝血功能障碍致无法耐

受手术者；⑤长期服用激素患者；⑥多节段压缩骨折患者；

⑦重度肥胖者 ( 男性体质量指数 > 30 kg/m2
，女性体质量指 

数 > 29 kg/m2)。

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广东省中

医院伦理委员会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 ( 医院伦理批件号：

L2019-69-01，审批时间 2019-11-19)。参与试验的患者及家

属对治疗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治疗方案的前提下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手术主刀医师为副主任医师，广东

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为三级乙等医院，符合三级手术治疗的资

质要求。

1.4   材料   骨科植入物介绍见表 1。

软件中，见图 1C1-C5；用正、逆向工程技术结合 3D 打印

技术制作出 1 ∶ 1 体表穿刺导板及体表定位导板各 1 块，

其中穿刺导板灭菌后术中应用，见图 1D；定位导板用于术

前患者体位摆放时，无需消毒；③应用体位导板：患者俯

卧于体位垫上，调整手术床腰桥结构，使患者在放松状态

下皮肤紧贴导板，将体位导板预留的最少 4 个孔洞对准皮

肤标识点，见图 2A；④行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用体位导

板摆正体位后，不必进行透视定位，直接消毒铺巾，放置

穿刺导板，用导板定位孔完全对准皮肤定位点，见图 2B，

从穿刺导板导向通道插入长针头，通过 C 臂透视确定长针

头位置正确，采用 1% 利多卡因注射液局部浸润麻醉。拔

除针头后，保持导板位置不变，用尖刀在穿刺孔处作 5 mm

皮肤切口，更换经皮穿刺椎体成形专用穿刺针，按穿刺导

板导向通道导向进行穿刺，按传统方法进行标准正侧位透

视，直至把穿刺通道放置到合适位置，见图 2C；透视下先

将少量骨水泥缓慢注入椎体，等待 3-5 s 后继续注入骨水泥，

观察骨水泥弥散情况，酌情调整穿刺针斜面方向及位置，

当骨水泥充盈满意或充盈至椎体后壁或出现渗漏等情况时，

停止注入，见图 2D；观察患者双下肢活动情况，待骨水泥

凝固后退出穿刺针，使用皮肤胶水粘合皮肤穿刺口，见图

2E，采用无菌敷料覆盖穿刺点。

表 1 ｜临床试验应用的骨科植入物介绍
Table 1 ｜ Introduction of orthopedic implants used in clinical trials

指标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

植入物生产厂家 意大利 TecresS.P.A
型号 1230
批准号 国械注进 20100063
组成 由粉体和液体组成，粉体由丙烯酸甲酯 - 甲基丙烯酸

甲酯聚合物、二氧化锆、过氧化苯甲酰、叶绿素铜组成，

液体由甲基丙烯酸甲酯，N，N- 二甲基 - 对甲苯胺、

对苯二酚、叶绿素铜组成

材质 包含粉体容器和液体小瓶

适应证 缓解和消除椎体压缩骨折的疼痛，缓解和消除椎体瘤
( 转移瘤或骨髓瘤 ) 的疼痛，症状型椎体血管瘤

生物相容性 生物相容性好，对人体无毒性、无致敏性、无刺激性、

无遗传毒性、无致癌性，对人体组织、血液、免疫系

统无不良反应

植入物不良反应对人体细

胞、组织的影响

一过性低血压、肺栓塞、低氧血症、心律失常、心博骤停、

心肺功能障碍、感染等

1.5   方法   

1.5.1   常规检查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行常规检查，包括心电

图、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等，综

合评估患者全身状况。术前行胸腰椎正侧位 X 射线片、CT 扫

描、MRI 检查及骨密度测定等检查，明确椎体压缩程度、完

整性及骨质疏松程度等。

1.5.2   手术方法  

(1) 观察组：①主动定位和准备数据：术前通过查体及

DR、MRI 等确定责任椎体，并在责任椎体附近体表皮肤贴

4 片或更多同心圆空心金属垫片进行主动定位，并同时在垫

片中心使用防水标记笔涂黑进行皮肤描点定位，见图 1A；

采用 640 排螺旋 CT 机进行薄层 ( 层厚 1.0 mm 或以下，定

位精度与 CT 扫描切片厚度正相关 ) 扫描，为减少因体位变

化产生定位误差，采用俯卧位于体位垫上进行 CT 扫描，见

图 1B；尽可能模拟手术体位来获取原始 CT 数据；②制作

3D 打印导板：利用 CT 数据，用三维重建软件 (3Dslicer 4.0 

或 E3D 或 Mimics 21.0 等 )，分别重建出椎体、皮肤及定位

垫片的三维模型，用 STL 格式导入 GEOMagic DesignX 16.02

图注：图 A 为在责任椎体附近体表皮肤贴 4 片或更多同心圆空心金属垫片

进行主动定位，并同时在垫片中心使用防水标记笔涂黑进行皮肤描点定位；

B 为采用俯卧位体位垫上进行 CT 扫描；C1 为从重建软件中将椎体模型导入

逆向软件中 (stl 格式 )；C2 为模拟工作通道设计；C3 为导入垫片及皮肤等模

型 (stl 格式 )，制作导板的共面及定位孔；C4，C5 为设计出导板；D1 为用环

保聚乳酸材料按 1∶1 比例打印出导板；D2，D3 为手术中用的导板使用低温

等离子消毒，术前体位定位用的导板无需消毒

图 1 ｜观察组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定位的 3D 打印经皮穿刺导板

定位及制作过程

Figure 1 ｜ Loc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e 3D printing percutaneous 
puncture guide plate with active registration location combined with 
anatomic marker localiz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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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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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照组：患者术前不制作导板，术中穿刺点确定依

靠术前 C- 臂定位及消毒前使用标记笔描点定位，进针方向

根据术前三维CT重建椎弓根方向结合术中透视确定及调整，

其余操作和步骤同观察组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具体方法为：

在电视 X 射线机透视下定位伤椎并进行体表标记。铺消毒巾

后，插入长针头透视定位并注射 1% 利多卡因注射液行局部

浸润麻醉，在 X 射线机反复行正、侧位透视下进行穿刺，自

椎根弓投影的外上方钻入伤椎，工作套管前端插入伤椎椎体

后缘的前方 1.0-2.0 cm 处时，取出内芯，工作套管置入骨钻，

钻出一条至椎体前缘 1/3 处的隧道，将拉丝期骨水泥通过专

用推杆推入伤椎，推入过程反复透视至填充满意。待骨水泥

硬化后取出工作通道，常规透视观察效果，处理皮肤伤口，

结束手术。

术后第 2 天佩戴支具下地活动。术后第 1 天复查 X 射线

片及 CT，观察术后骨水泥充盈情况；常规给予钙剂、维生素

D及双膦酸盐抗骨质疏松。术后前 3 d口服塞来昔布胶囊 0.2 g  

2 次 /d，3 d 后停服。术后 1 周、1 个月随访记录目测类比评

分 (VAS)、腰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 ( 分值越低说明

功能越好 )，评价临床疗效。

1.6   主要观察指标   ①两组患者穿刺定位时间、透视次数及

手术时间；②患者目测类比评分、腰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

数；③术前、术后 1 周及术后 3 个月随访在侧位 X 射线片上

测量椎体中线高度、Cobb 角度。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进行数据采集、

储存、记录及共享，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1.0 软件来进行

数据统计与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率表示，率的比较行

χ 2 
检验或 t-test 概率法，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两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 t 检验双样本等方差假设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组内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成对双样本均值分

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

广东省中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患者 50 例，分为 2 组，术后随访

3 个月，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分析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骨密度值、

体质量指数等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

患者分组流程图见图 3。

表 2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 n=25)
Table 2 ｜ Baseline data of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检验值 P 值

性别 ( 男 / 女，n) 4/21 5/20 χ 2=0.136 0.713
年龄 (x-±s，岁 ) 78.12±7.05 76.92±7.95 t=0.565 0.575
骨密度 (T-score) -4.21±0.68 -3.88±0.68 t=-1.736 0.089
体质量指数 (x-±s，kg/m2) 22.09±1.53 21.93±1.28 t=0.400 0.691
累及节段 (n) χ 2=1.037 0.900

T10 5 6
T11 5 4
T12 5 6
L1 4 2
L2 6 7

表 3 ｜两组患者手术过程对照                                                          ( x-±s，n=25)
Table 3 ｜ Comparison of surgical procedu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穿刺次数 2.92±0.95 5.88±0.88 -11.396 0.000
穿刺时间 (min) 16.04±5.64 33.20±6.01 -10.414 0.000
术前定位透视次数 0.16±0.47 3.52±1.19 -13.079 0.000
定位穿刺透视次数 8.36±2.56 21.16±4.25 -12.896 0.000
透视时间 (min) 2.40±0.73 6.35±1.33 -13.051 0.000
注射骨水泥透视次数 6.80±1.00 6.28±1.10 1.749 0.087
注射骨水泥透视时间 (min) 1.40±0.33 1.35±0.36 0.557 0.580
透视时长 (min) 3.80±0.76 7.70±1.38 -12.392 0.000
总时长 (min) 61.65±7.61 95.59±10.01 -13.498 0.000

图 3 ｜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3 ｜ Flow chart of group allocation

50 例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

观察组 25 例

25 例进入结果分析

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

剖标志定位的 3D 打印

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

行经皮椎体成形治疗

对照组 25 例

25 例进入结果分析

对照组行常规经皮穿

刺椎体成形治疗

随机数字

表法分组

图注：A1，A2 为患者在放松状态下皮肤紧贴导板，将体位导板预留的

最少 4 个孔洞对准皮肤标识点；B 为从穿刺导板导向通道插入长针头；

C1 为通过 C 臂透视确定长针头位置正确；C2-C5 为沿导板通道穿刺，置

入工作管道，透视确定深度；D1，D2 为透视下注入骨水泥；E1 为待骨

水泥凝固后退出穿刺针；E2 为使用皮肤胶水粘合皮肤穿刺口

图 2 ｜观察组 3D 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行经皮椎体成形术

Figure 2 ｜ 3D printing percutaneous puncture guide plate assisted 
vertebroplas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2.3   两组手术过程比较    两组患者在骨折类型上选取了椎体

压缩比近似的病例，椎体压缩比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术前定

位、穿刺调整次数，穿刺时间及透视次数和总手术时间方面

比较，观察组穿刺时间及透视次数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

见表 3。

2.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目测类比评分、Oswestry 功能障碍指

数比较   两组患者组内术后 1 d 及术后 1 周、术后 3 个月目

A1 A2

C2 C3 C4 C5

C1

D1 D2 E1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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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1-A3 分别为 CT 截面观察病椎，确定定位垫片位置，MRI 确
定责任节段；B1，B2 为 CT 重建提示椎体前缘压缩骨折；C1，C2 为术后

CT 扫描；C3 为正侧位 X 射线片

图 4 ｜女性 86 岁 L1 椎体压缩骨折 3D 打印经皮穿刺导板辅助下行经皮

椎体成形术前后影像学图片

Figure 4 ｜ Imaging images of an 86-year-old woman with L1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 before and after 3D printing percutaneous puncture 
guide plate assisted vertebroplasty

表 6 ｜两组患者椎体中线高度比较                                     ( x-±s，n=25，mm)
Table 6 ｜ Comparison of vertebral midline heigh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术前 术后 1 周 术后 3 个月

观察组  18.832±2.414 20.830±2.563a 20.406±2.580a

对照组 19.436±2.780 20.772±2.768a 20.156±2.833a

t 值 -0.82 0.076 0.326
P 值 0.416 0.939 0.746

表注：与前一个时间点比较，
aP=0.000 < 0.05

表 4 ｜两组患者目测类比评分比较                                                 ( x-±s，n=25)
Table 4 ｜ Comparison of 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术前 术后 1 周 术后 3 个月

观察组  7.80±1.23 2.36±0.64a 1.48±0.59a

对照组 7.52±1.39 2.96±0.79a 1.80±0.58a

t 值 0.756 -2.956 -1.945
P 值 0.453 0.005 0.058

表注：与前一个时间点比较，
aP=0.000 < 0.05

表 5 ｜两组患者腰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比较                     ( x-±s，n=25)
Table 5 ｜ Comparison of lumbar spine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术前 术后 1 周 术后 3 个月

观察组  39.84±4.50 19.52±5.77a 17.60±5.75a

对照组 38.16±4.85 26.44±5.48a 24.56±5.29a

t 值 1.270 -4.35 -4.452
P 值 0.210 0.000 0.000

表注：与前一个时间点比较，
aP=0.000 < 0.05。ODI 为腰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

表 7 ｜两组患者 Cobb 角比较                                                      ( x-±s，n=25，°) 
Table 7 ｜ Comparison of Cobb’s ang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术前 术后 1 周 术后 3 个月

观察组 (Cobb 角 ) 28.923±5.305 24.355±6.056a 25.343±6.014a

对照组 (Cobb 角 ) 27.504±6.156 24.441±6.451a 25.858±6.445a

t 值 0.873 -0.049 -0.292
P 值 0.387 0.961 0.771

表注：与前一个时间点比较，
aP=0.000 < 0.05

测类比评分、功能障碍指数较术前均下降 (P < 0.05)，组间各

时间点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4，5。

2.5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椎体中线高度 /Cobb 角测量比较   两

组患者组内术后 1 周，术后 3 个月椎体中线高度较术前有增

加，Cobb 角较术前均减小 (P < 0.05)，组间各时间点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6，7。

2.8   典型病例介绍    女，86 岁，因“摔倒致腰背痛 4 d”入院，

诊断为 L1 椎体压缩骨折，行主动定位的 3D 打印体表导板辅

助下经皮椎体成形术，见图 4。

2.6   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两组患者术后均未出现卧床相关

并发症或术中压迫等并发症，均未发生大血管出血、神经损

害等严重并发症。观察组术后 3 例 (12%) 患者发生骨水泥渗

漏，对照组 8 例 (32%)，两组患者骨水泥渗漏发生率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χ 2 =8.754 ，P=0.003 < 0.05)。
2.7   材料生物相容性   两组患者骨水泥弥散分布均符合术前

预期，均未发生明显的骨水泥植入物宿主反应及过敏、低血

压、术后发热、术口感染等情况。两组患者术后伤口均甲级

愈合。

3   讨论   Discussion
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技术作为治疗骨质疏松骨折的重要手

段，在很多医院均有广泛开展，甚至作为某些医院的主要骨

科业务，随着技术的进步，经皮穿刺椎体成形的成功率有很

大的提高，然而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依然有很多风险。导板

技术降低了该技术的学习曲线。

近年来 3D 打印导板技术在骨科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在

精准置钉等方面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7-8]

。在当前应用较为广

泛的 3D 打印导板技术中，大多数导板制作的基本原理是通

过 CT 扫描数据重建出骨面或其他刚性表面的 3D 数字模型，

再根据表面的外形及解剖特点等作为导板定位的锚点，采用

3D 打印技术制备具有引导作用的骨面接触板即为 3D 打印骨

科手术导板
[9-10]

，用于术中准确定位点、线的位置、方向和

深度，辅助术中精确建立孔道、截面、空间距离、相互成角

关系及其他复杂空间结构等。传统导板定位的最基本要素是

骨面或其他刚性表面以及其特殊的解剖特点，也就是导板与

人体的共面
[11]
。如想应用传统导板，大多情况下必须先切开

皮肤显露一定范围的骨面，才能找到导板的共面，从而应用

导板，而传统导板的定位精度与共面大小以及共面的不规则

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12]
。想要提高定位精度，又需要更大

的切口暴露骨面或选择靠近关节等解剖特殊的部位来进行导

板制作，既无法满足“微创”的要求，对导板的材料无毒性、

A1 A2 A3

C1 C2 C3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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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稳定、消毒灭菌难易程度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极大

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13-15]

。

而在体外应用传统的共面导板，不是用骨面或刚性表

面而使用柔软的皮肤表面，因为皮肤等软组织具有柔软、

容易变形等特点，很容易受到体位变化等影响，导致直接

放置在皮肤上的体外导板很容易因为共面的变化而影响导

板定位的精准度
[16]
。更因为体表的解剖特点具有不确定性，

很难选择能进行锚定的位置点，在 CT 图像上，所有的颜色、

纹理等皮肤特有的定位特性都不能使用的前提下，想利用

皮肤进行定位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在一些解剖结构非常特

殊的具有鲜明特点的部位能采用，因此，传统的皮肤导板

虽然可以实现微创，但却丢失了“定位精度”和“普适”

这些基本的应用要求，极大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17]
。而一些

研究者在腰背部皮肤上采用粘贴 4 枚骨性基座的方式 ( 电

极片 ) 使其能在 CT 上进行全方位的定位重建，其定位精准，

但因需将患者腰背部的基座保留至术前，故患者需尽量俯

卧或侧卧位 1 d至完成手术，以避免基座移位影响准确性
[18]
。

该方式很难具有操作性，患者难以接受长时间保持侧卧或

俯卧位而不变换体位，这是近乎不可能的，而且贴电极片

的方式很难在术中消毒环境下应用，尤其骨质疏松性椎体

压缩骨折通常以老年患者居多，长时间保持俯卧位影响呼

吸及循环功能，难以实现。

作者采用的主动注册定位结合解剖标志定位的 3D 打印

体表导板，是在接近患椎的体表放置≥ 4 个能在 CT 图像上

清晰成像的空心同心圆金属垫片作为主动定位锚点，再进行

CT 扫描获得数据，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正向、逆向建模技

术相结合，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备的一种个性化手术器械。

使用时，只需要把导板上事先设计的锚点，对准皮肤上预留

的定位锚点，通过主动注册来精准放置导板，从而达到精准

定位。体表导板在使用时无需切开皮肤利用骨表面的解剖结

构，可以直接在皮肤表面或者体外定位使用，同时能达到 “精

准”“微创”“个体化”以及“普适性”等目的。用于腰椎

手术时，另外增加了一块体位导板，为只有 4 个锚点和体表

皮肤共面的简单导板，可以不用消毒使用，摆体位时将体位

导板摆放到与锚点完全重叠，则接近于患者进行 CT 扫描时

的体位。将术中应用导板时与 CT 扫描时产生的体位误差减

少到最低，实际应用中作者也发现，只要体位导板的锚点摆

放正确，术中使用时定位的精准度将极高，很少需要再通过

透视调整穿刺。

此 次 研 究 应 用 的 导 板 采 用 的 是 天 威 公 司 Colido  

X3045 准工业型或 Anycubic 公司的 MEGA I3 桌面型 3D 打印

机，由手术医生需要根据手术自行设计，单个导板设计平均

耗时 1.2 h 左右，打印时间 2-4 h( 视导板设计采用的薄厚程

度决定 )，因为该导板全程体外应用，除消毒条件要求外，

对材料特性无特殊要求，使用的打印材料为通用的环保聚乳

酸材料，1 kg 材料的成本约为 200 元，应用成本低廉，算上

医生的时间成本和导板的打印、消毒成本，单个导板的成本

控制在 1 000 元以内，基本不增加患者的额外费用负担。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 , 采用主动定位导板技术辅助下经皮

穿刺椎体成形治疗的患者，术前使用 CT 定位而无需在术中

使用电视 X 射线机反复定位，穿刺定位时间短、透视次数少，

减少了反复穿刺造成的损伤和引发并发症的可能，与传统常

规手术操作相比，该导板技术可缩短手术时间，单次穿刺成

功率高，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报道类似
[19-21]

。经皮穿刺椎体

成形治疗过程中精确的穿刺定位、确保工作通道可准确到达

靶点是骨水泥弥散良好的前提。目前不同学者报道的椎弓根

高度、宽度及角度均有所不同，因此临床尚无明确进针位置

及方向的参考值，对施术者的经验水平要求较高，为手术带

来较大的不确定性。采用主动定位的 3D 打印辅助导板，一

方面可在术前制作导板的过程中通过三维重建多角度了解病

椎的结构及椎弓根高度、宽度等，提高术前评估信息的价值；

另一方面，根据患者 CT 扫描数据，进行术前规划并采用了

精准定位的导板，提高了穿刺准确性，减少骨水泥渗漏发生

率。此次研究中，观察组出现 3 例渗漏，对照组有 8 例渗漏，

结果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考虑到骨质疏松性压

缩骨折的患者多为老年人，且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手术为俯卧

位，较长的定位、穿刺时间可造成手术时间的延长，进一步

加重患者呼吸、循环系统负担。采用了体外主动定位的导板

后，手术时间可大幅缩短，从另外一个角度减少了手术的风

险。

在设计第一代导板的过程中，参考了克氏针穿刺导板的

制作过程，未考虑到椎体成形的穿刺针是带有工作手柄的，

如果放置了导板再进行穿刺时导板再无法取出，直至手术完

成拔除工作通道后才能取出，放置导板时如需细微调整工作

通道也难以实现。因此在改进设计中将导板的工作通道改成

开放式， 既不影响穿刺，也可通过通道观察深度。定位的穿

刺针较小，需要手术医师凭眼直视将其置于工作通道的正中

心并与工作通道平行的方向，改进的导板则增加了工作通道

可拆卸套筒来辅助小的注射器针头置入定位。

体表垫片定位并 3D 打印体表导板技术在临床中仍属于

早期研究阶段，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安全性、实用性和价值仍

需进一步研究，目前该穿刺导板虽然已经可以成熟应用，配

合手术医师的经验，可以达到精准定位的效果，但对于部分

肥胖患者仍有定位不够精准、需要作调整的情况，总体调整

次数也小于徒手置入，考虑到皮肤软组织柔软，摆体位时椎

体角度发生变化等因素，尽量缩短扫描 CT 到手术的过程，

或增加锚点等方法可能有用，需进一步研究。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体表垫片定位并 3D 打印体表导板

辅助下经皮椎体成形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可缩短

手术时间，减少透视次数，降低透视剂量，穿刺准确率高，

骨水泥渗漏风险低，同时使用成本极其低廉，不增加患者的

经济负担。但由于研究病例数量有限，非多中心研究，未来

需要进行更多样本量、长期的并应用盲法的随机对照临床研

究来证明该技术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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