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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辅助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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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 3D 打印技术辅助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的临床效果。方法 随
机性选取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 40 例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患者，随机
分成 2 组，每组各 20 例。其中，对照组患者进行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实验组患者采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

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观测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透视次数、术后伤口感染、Rasmussen 解
剖部位评分及功能评分。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显著缩短，术中出血量和透视次数明显减
少。但是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解剖部位评分和功能评分的优良率均无显著差异。结论 3D 打印技术辅助内外侧锁
定钢板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可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和透视次数，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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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alysis of 3D printing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medial and lateral locking plates for Schatzker
type Ⅵ fracture of tibial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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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pedics,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xia District, Wuhan City, Wuhan Hubei, 430299; 2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3D printing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medial and lateral locking
plates for Schatzker type Ⅵ fracture of tibial plateau.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Schatzker type Ⅵ fracture of tibial
plateau in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xia District, Wuhan City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20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Among them,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dial and lateral locking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and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ssisted with medial and lateral locking plate internal fixation. The operative time,
number of fluoroscopies,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postoperative wound infection, Rasmussen anatomical position score
and functional score were observed in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perative time, number of
fluoroscopy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wound infection,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s of anatomical position score and
functional score six months after 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3D printing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with
medial and lateral locking plates can shorten the operative time, reduce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the number of
fluoroscopy in the treatment of Schatzker type Ⅵ fractures of tibial plateau,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commendation.
[Key words] 3D printing; Tibial plateau fracture; Locking compression plate; Schatzker type Ⅵ

胫骨平台骨折是创伤骨科较为常见的关节内骨折，其
[1]

发生率约占全身骨折的 1.66% 。胫骨平台骨折的治疗旨在

分类将胫骨平台骨折分为 6 种类型，Schatzker Ⅵ 型胫骨平

台骨折可发生明显的骨折移位，因此多采用切开复位内外

恢复关节面的平整和下肢力线，维持关节稳定，提高关节

侧双钢板内固定治疗[6]。胫骨平台的解剖结构相对复杂 ，

的活动功能[2-3]。如果骨折复位不当，将导致关节疼痛、关

普通影像资料难以完全呈现骨折的病变情况[7]。胫骨平台

节失稳和创伤性关节炎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4-5]。Schatzker
作者单位：
1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湖北 武汉，430299；2 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骨科，
湖北 武汉，
430022

骨折存在个体化差异，手术时接骨板与骨面契合度不佳、
螺钉位置不满意等问题[8]。3D 打印技术能够将虚拟的二维
图像转化为实体模型，可通过术前规划打印骨折模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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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手术操作、预弯内固定装置、设计置钉方向[9-10]。本研究

离暴露内后侧及后外侧骨折块，先对胫骨后外侧平台的骨

拟分析 3D 打印技术辅助切开复位内固定联合双侧锁定钢板

折块进行复位，根据术前 3D 模型打印预演方案调整复位，

内固定治疗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的疗效分析，为治

以骨干骺端较完整的骨折块为指示标志，恢复平台的高

疗方案选择提供临床依据。

度，采用克氏针做临时固定，后外侧使用“T”形锁定钢

1 资料与方法

板固定。然后再对后内侧骨折块进行复位，注意与后外侧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骨块及干骺端的对位，复位满意后采用直型后内侧锁定钢

纳入标准：①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②膝关节

板固定。漂浮至仰卧位，取前外侧切口，将胫骨外侧关节

内骨折，需行切开复位；③开放性骨折小于 12 h；④骨折

干骺端骨折线完全暴露，切开外侧关节囊保护半月板，外

端肌肉收缩强烈。排除标准：①股骨或胫腓骨粉碎性骨

侧平台骨折块依据术前 3D 打印预演方案进行调整复位 ，

折；②开放性骨折污染严重者；③同侧肢体有严重合并伤

植骨，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固定。术后常规采用抗生素预

或膝关节后方软组织受伤严重；④合并病理性骨折或骨代

防感染（头孢唑林钠 2.0 g，2 次／d，静脉滴注），根据具

谢性骨病；⑤合并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或心脑血管疾病。

体情况予以镇痛等对症治疗。术后 24 h 拔除伤口引流 ，

1.2 一般资料

应用低分子肝素钠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两组患者在

选取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我院连续性收治的胫骨

术后当天即可进行股四头肌等长收缩等锻炼，术后 2 周采

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患者 40 例。其中，男 27 例，女 13

用股四头肌舒缩和连续被动活动锻炼，术后 6 ～ 8 周可进

例；年龄 21 ～ 63 岁，平均年龄（36.13±2.15）岁；车祸伤

行部分负重，待骨折愈合及 X 线片显示骨痂形成后可进行

24 例，高处坠落伤 12 例，重物砸伤 4 例。利用随机数表法

完全负重。

将 40 例患者分成对照组（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和

1.4 评价指标

实验组（3D 打印技术辅助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

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伤口感染情

每组各 20 例。对 照 组 男 14 例 ， 女 6 例 ， 年 龄 23 ～ 63

况。术后 6 个月，根据 X 线平片对骨折部位的解剖复位情

岁 ， 平 均 （36.28±2.23） 岁 ； 实 验 组 男 13 例 ， 女 7 例 ，

况进行 Rasmussen 评分[11]：总分 18 分，18 分记为优，12 ～

年 龄 21～59 岁 ， 平 均 为 （36.14±2.37） 岁 。 本研究经本

17 分记为良，6 ～ 11 分记为可，0 ～ 5 分记为差。膝关节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2018-IEC-0012）， 患 者 及 家 属 均 签

的功能评分[3] 总分 30 分，27 ～ 30 分记为优，20 ～ 26 分

署知情同意书。

记为良，10 ～ 19 分记为可，6 ～ 9 分记为差。患者出院后

1.3 手术方法

定期门诊复查，以 X 线平片观察骨折愈合情况。

术前两组患者都遵循诊疗常规进行相关术前检查，排

1.5 统计学方法

除手术禁忌证，两组手术均由同一手术医师完成。3D 打印

采用 SPSS 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技术辅助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术前将膝关节 CT 薄

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

层扫描数据（1 mm 层厚，0.75 mm 层间距，400/800 Hu 窗

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位） 以 DICOM 格式导入 Mimic 14.0 软件。进行膝关节三

2 结果

维重建和图像编辑，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 3D 打印机（湖
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光敏树脂材料打印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见表1）
。

胫骨平台骨折模型。术前打印 1∶1 的实物模型，观察骨

40 例患者术后随访 8 ～ 26 个月，平均 14 个月。与

折具体情况，规划手术方案，进行手术预演。提前准备

对照组比较，实验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透视次

内固定材料，对锁定钢板进行塑形，测量螺钉进针方向

数均明显减少 （P＜0.05）。对照组的骨折愈合时间平均

和螺钉长度。

为 （14.12±0.24） 周 ， 实 验 组 为 （14.34±1.05） 周 ， 两 组

所有患者均采用倒“L”形后内侧入路联合前外侧入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两组患者各有 1 例

路手术治疗。全身麻醉或连续硬膜外麻醉后，患者保持漂

术后出现伤口渗液和延迟愈合，经伤口换药和抗感染治

浮体位，俯卧进行约 15 cm 长后内侧倒“L”形切口，对深

疗后均愈合。术后 6 个月两组患者的解剖位置评分和功能

筋膜进行切开，保护隐神经和隐静脉，使用拉钩将腓肠肌

评 分 的 优 良 率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内侧头牵向外侧，注意保护后侧的血管、神经，骨膜下剥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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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致伤原因（例）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受伤至手术时间（d）

对照组

20

14/6

实验组

20

13/7

t/χ2 值

0.342

0.813

0.648

0.204

P值

0.747

0.424

0.522

0.846

车祸伤

高处坠落伤

重物砸伤

36.28±2.23

11

7

2

9.24±1.42

36.14±2.37

13

5

2

9.33±1.74

表 2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相关数据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min）

透视次数
（次）

骨折愈合时间
（周）

术中出血量
（mL）

对照组

20

78.34±4.58

13.08±1.58

14.12±0.24

实验组

20

69.15±5.67

8.53±1.36

14.34±1.05

解剖部位评分（例）

功能评分（例）

优

良

可

优

良

可

术后并发
症（例）

548.92±18.74

13

4

3

12

4

4

1

346.06±20.37

16

3

1

15

3

2

1

2

t/χ 值

5.632

9.761

0.914

32.786

1.013

0.872

0.000

P值

＜0.001

＜0.001

0.360

＜0.001

0.315

0.381

1.000

典型病例：实验组患者，男，39 岁，交通事故致左膝关节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见图 1）。

A

B

E

C

D

F

图 1 A、B. 术前正侧位 X 线片及 CT 三维重建显示骨折累及内外侧平台及胫骨干；C、D. 3D 打印 1∶1 模型；E. 倒“L”形后内侧入路；F. 术
后 6 个月复查，正侧位 X 线片示骨折愈合良好，胫骨平台宽度及高度恢复较为满意

3 讨论

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多为高能量损伤所致的关
节内骨折，关节面损伤严重，累及范围大，塌陷严重，多
并发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损伤[11]。膝关节周围解剖复杂，
Schatzker Ⅵ型胫骨平台骨折的骨折块较多，稳定骨折块的
同时还需要恢复下肢力线。切开复位内固定是恢复膝关节
活动功能的常用治疗方式，但是手术时间较长，对于治疗
而言极具挑战，倘若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严重并发症[12]。因
此，对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手术治疗的要求较高，
需要在术前进行完善的手术规划。
胫骨平台解剖结构复杂，X 线片和 CT 三维重建仅能通

过平面图像了解骨折形态，术者难以获取直观的二维平面
图像构想三维模型[7-8]。胫骨平台手术过程中，需要对骨折
形态、骨折碎片移位程度、骨折偏移方向和力线等较直观
了解。同时，在植入内植物的过程中，由于个体差异，常
导致内固定钢板与骨骼不相匹配，术中需对钢板进行二次
塑型，以实现与骨结构的匹配。术中多次调整螺钉方向和
长度也会增加术中透视次数，延长手术时间。如果单纯为
了手术效果，必将延长手术时间，进而导致皮瓣坏死、伤
口感染、下肢深静脉形成等风险[13]。因此，胫骨平台骨折
手术力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骨折复位和内固定。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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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尤其是在骨科的应用日趋广泛。3D 打印在骨折模型制
作、术前手术规划、术前操作模拟和个体化内固定物定制
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9-10,14]。3D 打印可制作出 1∶1 的实物
模型，直视观察骨折形态，测量骨折移位，了解骨折发生
原因，明确骨折分型[15]。本研究术前在实体模型上预演手
术，模拟手术操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术前定做个
体化内植物，预先塑型匹配，减少手术时间，继而减少出
血量，降低感染风险[16]。3D 打印骨折模型有利于术者确定
解剖标记，熟悉骨折碎片移位和需复位方向，提前预弯内
固定钢板，测量螺钉的长度和置钉方向[17]。3D 打印辅助手
术可减少术中螺钉穿入关节腔，避免螺钉损伤周围组织，
提高术中精准复位固定，减少术中透视次数[18]。本研究发
现，3D打印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透视次数
较对照组均明显减少。同时，利用3D打印骨折模型向患者及
家属介绍骨折形态、手术目的、操作过程和治疗效果，有利
于使患者更加直观了解骨折及手术效果，利于医患沟通[19]。
本研究中，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显
著缩短，术中出血量和透视次数明显减少，3D 打印技术在
Schazker Ⅵ型胫骨平台骨折手术治疗中的应用与传统手术
相比，具有较明显的优势。许国强等[20]对胫骨平台患者采
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手术治疗，研究了 3D 打印技术对膝关
节功能、运动功能及术后并发症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验组
患者术中出血量、膝关节功能及运动功能评分优于对照
组，创伤性关节炎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周武
等[21]发现与传统手术相比，3D 打印辅助手术治疗复杂胫骨
平台骨折可显著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但术后
6 个月膝关节功能无明显提高。葛志强等[22]评价了3D打印
辅助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胫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的
临床效果，结果发现 3D 打印技术不仅可以提高骨折复位质
量和临床疗效，还可以减少手术创伤，有利于该型骨折的
快速复位和微创治疗。然而，本研究显示对照组的平均骨
折愈合时间与实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术后 6 个月两组患者的解剖部位评分和功能评分的优良率比
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
明，只要术者的操作熟练，在术前仔细阅读 CT 三维重建
影像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同样获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3D 打印辅助内外侧锁定钢板内固定治疗胫
骨平台 Schatzker Ⅵ型骨折的手术时间短、透视次数少、术
中出血量低和术后并发症少，患者术后骨折愈合良好，关
节功能恢复满意，值得临床运用及推广。但是本研究也存
在一些不足，如纳入的研究对象样本量较小，缺少大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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