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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用于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对颈椎解剖学及
应激激素的影响

蒋成明 1，蒋赛男 2，唐  烨 1，蒋  林 1

文题释义：

颈椎病：是由颈椎退行性病变产生的临床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颈背疼痛、僵硬、上肢放射性疼痛等症状，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是治疗该病主

要术式之一，可解除压迫、恢复生物解剖结构。

3D打印技术：是近年新兴技术，以数字模型为基础，将生物材料按路径堆积成形并可通过微孔调整，使3D打印椎间融合器的弹性模量与

松质骨、椎体皮质骨接近，可避免难以与骨组织紧密结合的弊端，已在关节置换、骨折内固定中得到有效应用。

摘要

背景：3D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具备与松质骨、椎体皮质骨较为接近的弹性模量，进一步分析其临床应用效果，对颈椎手术中融合器的

合理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的：探讨3D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在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其对患者颈椎解剖学、应激激素的影响。

方法：选择2016年3月至2021年9月长沙市第一医院收治的脊髓型颈椎病患者90例，男46例，女44例，年龄(46.85±9.74)岁，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2组，对照组(n=45)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术中置入聚醚醚酮椎间融合器与自体骨，观察组(n=45)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术中置入

3D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术后1周，采用日本骨科协会脊髓功能量表评价疗效；术后3 d及3个月，拍摄颈椎X射线片记录颈部解剖学指

标；术后1，3 d，采集静脉血检测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水平；术后3个月，采用颈部失能指数、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价患者肢体功能状

态。

结果与结论：①两组临床疗效优良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义(P > 0.05)；②观察组术后3个月的颈椎融合节段高度、融合节段Cobb角、T1倾斜

角均高于对照组(P < 0.001)，术后1，3 d的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 0.001)；③观察组术后3个月的颈部失能指数低于对

照组(P < 0.001)，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01)；④结果表明，3D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应用于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中可

取得良好的效果，能减轻机体应激、改善肢体功能，同时在保持颈椎解剖形态方面具有优势。

关键词：3D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聚醚醚酮椎间融合器；脊髓型颈椎病；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应激激素；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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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3D printed intervertebral fusion has elastic modulus closer to cancellous bone and vertebral cortical bone, an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an important guideline for the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fusion device for cervical spine surger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3D printed microporous titanium fusion in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graft fusion and its effects on cervical 
spine anatomy and stress horm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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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及低头族的出现，颈

椎病患者日益增多，导致颈椎疼痛、功能障碍
[1]
。目前，颈

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是治疗该病的主要术式之一，可解除压

迫、恢复生物解剖结构
[2]
。聚醚醚酮椎间融合器是减压植骨

融合中的常用材料，置入效果确切，生物相容性良好，但需

在其中置入同种异体骨或自体骨，且难以与骨组织结合，融

合器与终板接触平面贴合和接触不佳，极易引起内置物下沉

和微动，导致后期稳定性欠佳、颈椎解剖学不足、肢体功能

恢复欠佳
[3]
。3D 打印是近年新兴技术，以数字模型为基础，

将生物材料按路径堆积成形，并可通过调整微孔大小使椎间

融合器具有与松质骨接近的弹性模量，生物力学适配度高，

避免应力屏蔽和难以与骨组织紧密结合的弊端
[4]
。由此，此

次研究将其应用于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从疗效及对颈椎

解剖学、应激激素、生物相容性等多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以

期为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在颈椎病患者中的应用提供

试验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前瞻性单盲 ( 研究对象 ) 随机对照试验，组间比

较进行 t 检验或χ 2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9 月在长沙

市第一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6 年 3 月至 2021 年 9 月长沙市第一医院

收治的 90 例脊髓型颈椎病患者，男 46 例，女 44 例；年龄

23-82 岁，平均 (46.85±9.74) 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45 例。所有患者对治疗知情同意并签

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获得长沙市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经 CT、MRI 等检查，结合临床症状证实为

脊髓型颈椎病，保守治疗 6 个月以上效果不佳者，均行颈椎

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手术。

排除标准：对植入物过敏者；心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

精神疾患；合并恶性肿瘤者；其他颈椎疾病者；由于创伤等

METHODS: Totally 9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from March 2016 to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46 males and 44 females, aged (46.85±9.74) years ol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n=45) received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graft fusion with a polyetheretherketone interbody fusion and autogenous bon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5) received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graft fusion with a 3D printed microporous titanium fusion. One week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Spinal Cord Function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urative effect. At 3 days and 3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cervical 
spine X-ray films were taken to record the anatomical indexes of the neck. At 1 and 3 days after operation,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norepinephrine and cortisol. At 3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neck disability index and the daily living ability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limb function 
status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2) 
The height of the fused segment, Cobb angle of the fused segment, and T1 tilt angl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3 
months after surgery (P < 0.001). The cortisol and norepinephrine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1 and 3 days 
after surgery (P < 0.001). (3) The cervical dysfunction index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3 months after surgery (P < 
0.001).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3 months after surgery (P < 0.001). (4) It can be seen that 
3D printed microporous titanium alloy fusion device applied to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implant fusion achieved good results, which can reduce the 
stress of the body and improve limb function and have more advantages in maintaining cervical spine anatomy.
Key words: 3D printing; microporous titanium fusion; polyetheretherketone intervertebral fusion; cervical spondylotic myelopathy; 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bone fusion; stress hormone; bio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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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造成的颈髓损伤者；存在脊髓空洞症、脊髓占位病

变、脊髓侧索硬化症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血液系统疾

病者。

样本量计算：考虑到研究时间、经费结合纳入者主要临

床特征、预期疗效等，确定采用小样本量研究，应用 PEMS 3.2

软件带入 α、β 等参数，增加 10% 脱落率，共纳入 90 例患者，

每组 45 例。

1.4   材料   试验中应用的植入物材料特征，见表 1。

表 1 ｜植入物材料情况
Table 1 ｜ Implant material situation

项目 聚醚醚酮椎间融合器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

生产厂家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191100433 T00035543
材质 钛合金、聚醚醚酮 钛合金

适应证 颈椎间盘退变、突出 颈椎间盘退变、突出

力学性能

测试

刚度 (2 465.12±1 235.75) N/mm，

抗压强度 (238.65±13.24) MPa，弹

性模量 (5.28±0.23) GPa

刚度 (2 468.78±1 098.75) N/mm，

抗压强度 (235.21±12.35) MPa，弹

性模量 (5.32±0.20) GPa

1.5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手术，除置

入融合器不同外，两组手术操作及医师均相同。患者仰卧位，

垫肩，头后仰，颈丛麻醉；颈前横切口，离断舌骨肌，分离

并拉开颈动脉鞘、内脏鞘，剪开椎前膜至颈椎和椎间盘。无

尖端针头插进椎间盘间隙，拍摄 X 射线片确定病变，撑开椎

体，突出组织及邻近软骨终板切除，骨赘刮除，融合试模合

适后，对照组置入符合其型号的聚醚醚酮椎间融合器，自体

骨压实后置入椎间隙；观察组置入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

器，按术前设计，从 5°、0.5-0.9 cm 高度上终板弧面，采用

微孔金属材料打印成形。随后钢板固定，止血，冲洗，安置

引流管，切口缝合，术后抗感染。

1.6   主要观察指标   

手术指标：两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植

骨融合率。植骨融合标准：术后 3 个月，从颈椎过屈过伸侧

位 X 射线片判断，融合节段棘突间距变化小于 2 mm 即为植

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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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术后1周，采用日本骨科协会脊髓功能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scores，JOA) 量表评价，得分范围 0-17

分，分数增大表明颈椎脊髓功能改善越明显。颈椎脊髓功能

改善率 =( 术后 - 术前 )/(17- 术前 )×100%( 评分计算 )；改善

优良率：优，> 80%；良，80%-50%；差，< 50%。

颈椎解剖学：术前及术后 3 d、3 个月，拍摄颈椎 X 射

线片检查融合节段高度、融合节段 Cobb 角、T1 倾斜角变化

情况。

应激激素：术前及术后 1，3 d，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4 mL，3 000 r/min 离心 10 min( 离心半径 8 cm)，低温保存。采

用放射免疫法、酶联免疫吸附法分别检测皮质醇、去甲肾上腺

素水平，上述操作按上海舜田生物医学提供的说明书完成。

肢体功能：术前及术后 3 个月，采用颈部失能指数、日

常生活能力量表评价患者肢体功能改善情况。颈部失能指数共

10 项，总分 56 分，得分越高表明颈部失能越严重。日常生活

能力量表评分 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日常生活能力越强。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包分析数据，计

量资料以 x-±s 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 n/% 表示，进行

χ 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统计学方法已经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按意向性分析处理，90 例患者全部进

入结果分析。

2.2   试验分组流程   见图 1。

图 1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of group assignment 

90 例患者，随机分组

对照组 45 例 观察组 45 例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无脱落

2.3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

病变节段、医疗费用、JOA 评分、病变节段等资料相比，差

异均无显著意义 (P > 0.05)，见表 2。

2.4   两组手术指标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

血量均少于对照组 (P < 0.05)，两组患者的植骨融合率比较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3。

2.5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改善优良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P > 0.05)，见表 4。

2.6   两组手术前后颈椎解剖学比较   术前，两组颈椎融合节

段高度、融合节段 Cobb 角、T1 倾斜角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 > 0.05)；术后 3 d、3 个月，两组上述指标均高于术前，

观察组术后 3 个月的颈椎融合节段高度、融合节段 Cobb 角、

T1 倾斜角均高于对照组 (P < 0.001)，见表 5。

表 4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n/%)
Table 4 ｜ Comparison of clinical outcomes of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n 优 良 差 优良率

观察组 45 25/56 15/33 5/11 40/89
对照组 45 22/49 13/29 10/22 35/78

χ 2
值 2.000

P 值 0.157

表 3 ｜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比较                             (n=45)
Table 3 ｜ Comparison of surgical indicators of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手术时间 (x-±s，min) 术中出血量 (x-±s，mL) 住院时间 (x-±s，d) 融合率 (%)

观察组 90.35±5.10 86.10±6.33 7.98±1.47 45/100
对照组 96.00±6.47 90.74±7.12 9.10±1.69 44/98

t/χ 2
值 4.001 3.267 3.354 1.001

P 值 < 0.001 0.002 0.001 0.315

表 2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45)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t/χ 2
值 P 值

男 / 女 (n) 25/20 21/24 0.590 0.442
年龄 (x-±s，岁 ) 47.25±9.36 45.87±10.23 0.668 0.506
病程 (x-±s，月 ) 11.32±3.28 12.10±4.09 0.998 0.321
病变节段 (n/%) 0.413 0.520

单节段 28/62 25/56
双节段 17/38 20/44

医疗费用 (n/%) 1.087 0.297
自费 3/7 6/13
医保 42/93 39/87

JOA 评分 (x-±s，分 ) 9.25±3.12 10.65±4.74 1.655 0.102
病变节段 (n/%) 0.440 0.803

C3/4 9/20 11/24
C4/5 12/27 13/29
C5/6 24/53 21/47

表 5 ｜ 两组患者的手术前后颈椎解剖学参数比较         ( x-±s，n=45)
Table 5 ｜ Comparison of cervical spine anatomy of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组别 术前

融合节段高度 (mm) 融合节段 Cobb 角 (°) T1 倾斜角 (°)

观察组 5.14±0.85 6.72±1.32 18.67±5.69
对照组 5.20±0.96 6.63±1.48 18.54±6.10

t 值 0.314 0.304 0.177
P 值 0.754 0.762 0.86

组别 术后 3 d

融合节段高度 (mm) 融合节段 Cobb 角 (°) T1 倾斜角 (°)

观察组 8.98±1.74 13.10±2.86 26.12±4.84
对照组 8.67±1.86 12.97±3.10 25.68±4.36

t 值 0.817 0.207 0.453
P 值 0.416 0.837 0.652

组别 术后 3 个月

融合节段高度 (mm) 融合节段 Cobb 角 (°) T1 倾斜角 (°)

观察组 8.33±1.23 12.78±2.35 25.41±3.96
对照组 7.12±1.18 11.10±1.96 20.33±4.10

t 值 4.762 3.623 5.978
P 值 < 0.001 < 0.001 < 0.001

2.7   两组手术前后应激激素水平比较   术前，两组皮质醇、

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术后 1，
3 d，两组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均高于术前，且观察组

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低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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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两组手术前后肢体功能状态比较   术前，两组颈部失能

指数、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术后 3 个月，两组颈部失能指数、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评分均优于术前，观察组颈部失能指数评分低于对照组 (P < 

0.001)，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 (P < 0.001)，见表7。

路减压植骨融合术中，结果显示观察组手术时间短于对照组、

手术出血量较对照组减少，可见与聚醚醚酮融合器相比，3D

打印技术微孔钛合金融合器临床应用手术效率更高，原因在

于：该融合器无需自体骨移植，可省去植骨步骤，节约手术

时间，对于高龄患者而言也可降低手术难度和风险
[18-21]

。

此外，微孔钛合金融合器的头侧有凸起结构，这种结

构可扩大与终板接触面积，促使椎间应力能均匀分布并传递

于椎间融合器，进而达到促进骨组织生长、分化及手术邻近

节段的融合目的；同时，3D 打印钛合金融合器接触终板的

平面与终板曲面结构相似，可显著增大与终板接触的面积，

不仅能为颈椎提供更高的稳定性，还可进一步促进椎体融 

合
[22-24]

。但此次研究显示两组融合率相比无显著差异，由此

可见，无论是聚醚醚酮融合器还是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

器，在植骨融合术中均具有良好的融合效果。此次研究结果

显示，术后 3 d，两组间融合节段高度、融合节段 Cobb 角、

T1 倾斜角比较无差异；术后 3 个月，观察组的上述指标均高

于对照组，与上述分析相符，提示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

器在保持颈椎解剖形态方面效果更为显著，考虑原因在于：

钛及其合金具有机械强度高、组织相容性好、耐腐蚀等多种

特性，是目前最受欢迎的 3D 打印医用材料；以钛合金为材

料运用料 3D 打印技术能制备出连通的均匀多微孔结构，该

结构与人体骨小梁类似，可通过调整微孔直径使椎间融合器

具有与松质骨接近的弹性模量，从而降低应力遮挡效应，使

成骨细胞进入黏附于植入物表面，增强二者间的结合度，体

现出 3D 打印钛合金融合器的更小微移动、骨结合等特性，

这对保持椎间隙高度、颈椎曲度等具有重要作用
[25-26]

，而聚

醚醚酮椎间融合器与终板接触的平面难以达到紧密贴合和接

触，极易引起内植物下沉、微动，导致后期稳定性和节段高

度及角度欠佳
[27-28]

。

近期研究报道，生物材料植入后机体内环境会产生一定

变化，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且不同材料应激反应亦有

显著差异，且应激反应与术后恢复密切相关
[29]
。去甲肾上腺

是参与应激的内分泌腺体，应激状态下髓质与肾上腺皮质分

泌功能增强，分泌大量肾上腺入血，其血清浓度剧增
[30-31]

。

皮质醇是一种应激激素，当机体遭受创伤时其血清水平明显

升高，同时有研究发现，当机体应激反应缓解时其表达明显

回落，趋于正常
[32]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术后 1，3 d，两

组患者皮质醇、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均高于术前，且观察组低

于对照组，提示无论何种植入物均会引起机体应激反应，但

3D 打印钛合金融合器与组织的生物相容性更好，不会对机

体内环境的稳定性造成明显影响，这可能是减轻患者应激损

伤、促进术后早期康复、缩短住院时间的重要因素。另外，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术后 3 个月观察组颈部失能指数评分

低于对照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再次证实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应用于颈椎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在

改善肢体功能方面效果更为显著，且两种融合器生物相容性

良好，临床应用中均具有一定安全性。

表 7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肢体功能状态比较          ( x-±s，n=45，分 )
Table 7 ｜ Comparison of functional status of patients’ limb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组别 颈部失能指数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术前 术后 3 个月 术前 术后 3 个月

观察组 33.58±4.19 11.42±2.52 44.52±5.61 75.87±8.06
对照组 32.94±3.64 14.26±3.09 45.14±6.72 68.41±5.24

t 值 0.774 4.778 0.475 5.206
P 值 0.441 < 0.001 0.636 < 0.001

表 6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应激激素水平比较              ( x-±s，n=45)
Table 6 ｜ Comparison of stress hormone levels of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组别 皮质醇 (nmol/L)

术前 术后 1 d 术后 3 d

观察组 448.69±41.20 732.10±52.35 612.32±35.69
对照组 452.11±38.96 986.57±68.47 735.25±43.67

t 值 0.405 19.806 14.622
P 值 0.687 < 0.001 < 0.001

组别 去甲肾上腺素 (ng/L)

术前 术后 1 d 术后 3 d

观察组 325.69±29.68 563.48±35.12 410.32±26.48
对照组 319.87±32.10 778.65±42.45 586.49±32.15

t 值 0.893 26.199 28.373
P 值 0.374 < 0.001 < 0.001

2.9   不良事件   术后观察组出现吞咽困难1例，喉部疼痛2例；

对照组出现吞咽困难 3 例，喉部疼痛 1 例，植骨块沉降 2 例。

两组均未出现融合器退出、钢板断裂等情况，且生物相容性

良好。

3   讨论   Discussion
植骨融合是目前颈椎病治疗的常用术式，需将融合物置

入椎间重建患者脊柱稳定性，而融合材料的选择对手术成败

至关重要
[5-7]

。目前，临床常用的植骨代替材料有聚醚醚酮

及金属椎间融合器，均可获得良好治疗效果和融合率。

近年来，3D 打印技术在骨科得到广泛应用，其通过逐

层叠加堆积钛金属粉末形成一种与骨小梁类似的微孔结构，

可通过弹性模量调控满足机体理化性能
[8-10]

。同时研究发现，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能为成骨细胞搭建充足的黏附空

间，以促进其分化、生长，强化生物组织相容性
[11-14]

。目前，

钛合金材料经 3D 打印建模技术已被成功用于脊柱肿瘤患者

人工椎体替代治疗
[15]
，同时程文俊等

[16]
、杨佳等

[17]
研究报道，

3D打印骨小梁金属臼杯在髋关节置换术中获得了良好效果。

鉴于此，此次研究将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用于颈椎前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18｜June 2023｜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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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原著

综上所述，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应用于颈椎前路

减压植骨融合中可取得良好效果，能减轻机体应激，并在保

持椎间隙高度、T1 倾斜角、颈椎曲度、肢体功能状态恢复方

面更具优势。但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也存在一定缺陷，

如内植物为钛合金材料，术后影像学上存在伪影和遮挡，影

响融合率的精确判断，需要有更为准确的植骨融合判断标准；

术后随访时间较短，未观察远期影响，今后工作中可延长随

访时间，观察不同融合器对患者预后及远期影响，以全面、

深入分析 3D 打印微孔钛合金融合器的应用效果，进一步为

临床治疗提供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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