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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定位导向模板在脊柱外科中的应用进展
①

刘瑞
摘 要

董乐乐

＊

左强

①

郭鹏年

①

目的：分析并展望3D打印脊柱定位导向模板的设计方法与临床应用。方法：利用PubMed、万方、中国知网等数据库，

查阅“3D打印脊柱导向模板”相关文献。结果：3D打印脊柱导板的制作方法多样，且无统一标准。结论：3D打印脊柱定位导向
模板是一种个性化辅助置钉工具，但有必要在置钉准确、安全的原则下统一导板的制作标准，制定导板辅助置钉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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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design method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3D print spinal positioning guide template. Method:
Finding the articles about the 3D print spinal positioning guide template in the database of PubMed, Wanfang and CNKI. Result:
The method of making guide template is diversiform, and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Conclusion: 3D print spinal positioning guide
template is a personalized tool. But it's necessary to make a standard about the guide produc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accurate and
the security, even though formulate the guiding ope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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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个性化导向模板是根据脊柱相应椎体解剖形态，采用逆向工程原理设计并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辅助置钉工具。
近年来随着CT、MRI等影像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3D打印技术相关软硬件及打印材料的进步，3D打印脊柱定位导
向模板发展迅速，已逐渐由试验阶段向临床应用过渡。

1 3D打印脊柱定位导向模板的原理
3D打印脊柱定位导向模板是根据患者术前脊柱CT数据，在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CAD）软件中
重建脊柱的三维模型，并基于三维重建模型规划椎弓根螺钉的最佳进钉点、进钉通道，选择最适螺钉的长度、直径。同时
根据椎体棘突、椎板、关节突关节等解剖形态反向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模板，根据最佳进钉通道设计定位导向通道，通过布
尔运算将模板与进钉通道拟合为一体。最后将数据保存为STL格式，传输到3D打印机中便可生产出个性化置钉导向模板。
术中将导向模板贴附于相应椎体后部骨性结构，沿导板的定位导向孔便可准确对每一个椎弓根置钉。

2 定位导向模板的设计方法
导向模板与椎板的匹配度及两者间的稳定性是准确置钉的必要条件，然而文献报道的导板形态不尽相同，有单椎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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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多椎体导板，定位导向孔有单侧

定位导向导板也具有较高的置钉准确
[9]

钉的准确性已被医师所接受，因此腰

和双侧之分，此外不同导板与椎体匹

性。而Hu 认为单椎体双侧定位导向

椎椎弓根螺钉置钉时应用导板的比例

配的区域也各有迥异。为使设计的导

模板在术中操作时更具稳定性。

相对较少。Lu等 使用腰椎个性化导

[7]

板能够在术中既减少软组织剥离，又

LU等设计的单椎体双侧定位导向

向模板，对6位腰椎疾病患者行腰椎后

保证导板与椎体的相对稳定，学者们

孔导板应用于颈、胸、腰椎椎弓根置

路内固定术。术中导板与椎体贴附良

[7,10-11]

及颈椎椎板置钉

[12]

，均取得

好，无移位发生，术后CT检查显示腰

对脊柱导向模板的设计及其置钉准确

钉

性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良好的置钉效果。该导板匹配棘突、

椎椎弓根螺钉位置满意。Merc M等

1999年Goffin 应用快速成型技

椎板、横突部分，且定位导向通道均

评估了多椎体双侧定位导向孔导板辅

术设计并制造出C1-C2双椎体双侧定

与椎体进钉点骨面相接触，覆盖面积

助腰骶椎椎弓根螺钉置入的准确性。

位导向孔的导航模板，该导板覆盖于

较单侧导向模板更大，稳定性更强。

作者使用多椎体辅助72枚腰骶椎椎弓

[1]

[13]

[3]

C2的棘突、椎板及C1的后弓，且具有

Fang等

设计的腰椎单椎体双侧定位

根螺钉的置入，置钉偏差率为26%，

特殊的钳夹结构维持导板与椎体的相

导向孔导板，包括把手、置钉导向套

但无血管神经损伤。Merc M等认为多

对稳定。作者将该导板应用于创伤性

筒及与椎体匹配的覆盖面。覆盖面匹

椎体导向板辅助置钉的准确率较为满

C1-C2不稳的患者时，发现该导板无

配椎板下方，位于椎弓根与下关节突

意，可用于日常手术辅助置钉。

法使用，可能是C1-C2复合体的旋转

之间的骨面，且包括椎板粗糙边缘，

3.2 定位导向模板技术在胸椎手术中的

[2]

2

不稳定造成的。Berry E等 也报道了

大约1cm 区域。置钉导向套筒与椎

应用 胸椎椎弓根相对细小，周围毗邻

一种多椎体双侧定位导向孔导板，并

体椎弓根进钉点不接触，并通过把手

脊髓、主动脉、肺等重要脏器，尤其胸

用其辅助胸椎椎弓根螺钉置入。该导

与覆盖面连接。该导板的设计牺牲了

椎椎体畸形患者存在椎弓根变异、椎体

板采用支撑点匹配多节段横突边缘维持

部分接触区域，但避开难于剥离的韧

旋转等因素，造成椎弓根螺钉置入的危

稳定性，然而其椎弓根皮质穿破率高达

带结构。为进一步提高置钉准确性，

险性更大。胸椎个性化导板的使用可大

[3-4]

设计的多椎体双侧

43%。Merc M等

Sugawara T、Kaneyama S等

[14-15]

报

大提高置钉准确性，这点已在以往的尸
[10]

。近年来

定位导向孔导板通过定位导向通道与关

道一种基于快速成型导板的“多步置

体标本实验研究中得到证实

节突关节背部匹配，与徒手置钉法比较

钉操作方法”。这种方法针对每个责

Lu、Sugawara、陈玉兵等国内外学者

明显降低椎弓根皮质穿破率。

任椎体制作3个单椎体双侧定位导向

开始将该技术应用到临床

[7,14,16]

陈玉兵等

[16]

。

利用胸椎个体化导航

多椎体导板具有匹配面积大的优

板，分别为定位导板、钻孔导板、螺

势，但椎间关节存在微动，术前CT

钉置入导板，且基座均覆盖椎体背侧

模板技术辅助92枚胸椎椎弓根螺钉置

扫描体位与术中体位的差异会影响导

棘突、椎板等解剖结构。作者用该方

入，其置钉准确率为95.3%。Lu等 将

板辅助置钉的准确性。单椎体导板可

法辅助58枚胸椎椎弓根螺钉置入，术

个性化椎弓根置钉导向模板技术成功用

避免椎间关节微动的影响。2001年

后检查无一例椎弓根皮质破裂。

于脊柱侧凸患者的矫型手术中，为16位

[5]

[7]

Goffin等 将C1-C2双椎体导板优化，

目前文献报道的脊柱导板，制作

脊柱侧凸患者进行矫形手术，共辅助置

设计出只匹配C2椎体的单椎体导板，

方法多样，无统一标准，但仍表现出

入168枚胸椎椎弓根螺钉，螺钉的误置

结果表明单椎体导板具有较好的准确

由多椎体向单椎体发展的趋势，在增

率仅为1.8%，椎弓根突破大小均小于

性。2007年Owen等 报道单椎体单

加导板之间稳定性的前提下，设计较

2mm。Sugawara T等

侧颈椎椎弓根定位导向孔导板，与C5

少的剥离更好的匹配将是以后导板发

技术制造的“多步椎弓根螺钉置入导板

右侧椎板、侧块后方的表面结构相匹

展的方向。

系统”，治疗10例患者，辅助58枚胸

[6]

配，成功植入3.5mm椎弓根螺钉。LU
[7]

等 设计的一种腰椎单椎体单侧定位导
向导板较为精巧，仅包含单侧椎板、
横突，不匹配棘突部分。与之类似，
[7]

[8]

LU 、Kawaguchi 设计的单椎体单侧

[14]

采用快速成型

椎椎弓根螺钉置入。术后CT检查结果

3 3D打印脊柱定位导向模
板的临床应用

显示，所有螺钉均未穿破椎弓根皮质，

3.1 定位导向模板技术在腰椎手术中的

钉位置的偏差仅为0.9mm。

应用 由于腰椎椎弓根较粗大，徒手置

3.3 定位导向模板技术在颈椎手术中

34·China Digital Medicine,Eec.2015,Vol.10,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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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 颈椎解剖结构较胸椎更复杂，

但临床应用定位导向模板技术时，必

3-dimensional image guide[J].Spine,2012,

术中稍有不慎即会引起严重的血管神

须将导板覆盖区域软组织剥离干净，

37(23):1983-1988.

经并发症。因此颈椎手术风险性更

采用正确的置钉方法才能保证置钉准

高，对临床医师技术水平的要求也更

确性。目前各学者对导板的形态、覆

assisted by a novel rapid prototyping drill

苛刻。颈椎导板辅助置钉技术是提高

盖区域及使用导板置钉的操作规则并

template:a cadaveric study[J]. European Spine

颈椎手术准确性与安全性的有效手

未达成共识，势必影响导板辅助置钉

段，学者们对颈椎导板的设计与应

的准确性，妨碍其在临床中广泛应

用更加重视。目前临床应用的颈椎

用。因此有必要在置钉准确、安全的

thoracic pedicle screw placement:a cadaveric

导板主要包括：椎弓根螺钉导板、

原则下统一导板的制作标准，制定导

study[J].Archives of orthopaedic and trauma

椎板螺钉导板、经寰枢椎关节突关

板辅助置钉操作规程。

D Urso等

[17]

位导向孔的导航模板成功为2例寰枢椎
疾病患者行经关节突螺钉固定术，进
钉点及进钉轨道均满意。此后，国内
外学者运用快速成型导航模板技术辅
助颈椎椎弓根螺钉、椎板螺钉置入，
均取得较好效果
等

[18]

[8,11-12,15,18]

，其中胡勇

在数字化导航模板的辅助下对28

例可复性寰枢椎不稳患者行寰枢椎后
路螺钉内固定术，成功置入C1椎弓根
螺钉56枚，C2椎弓根螺钉53枚，C2椎
板螺钉3枚。对于单侧枢椎椎弓根过细
患者，灵活运用导板技术实施寰椎椎
弓根螺钉+枢椎椎弓根螺钉联合椎板螺
钉内固定，为变异程度较高的寰枢椎
提供了多样的后路组合螺钉导板设计
形式，提高置钉准确性。

4 总结与展望
3D打印脊柱定位导向模板技术要
求术前针对每一节段椎体椎弓根设定
特有的最佳进钉点、进钉通道，确定
进钉长度及螺钉尺寸，符合个性化手
术原则。随着CAD、快速成型技术的
不断成熟，以及学者们特别是骨科临
床医生对该技术的认识不断深入，3D
打印脊柱定位导向模板技术已逐渐由
实验性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

[10,18-19]

。

Journal,2013,22(12):2770-2776.
[10] Ma T,Xu YQ,Cheng YB,et al.A novel
computer-assisted drill guide template for

surgery,2012,132(1):65-72.
patient-specific navigational 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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