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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机器人辅助与传统徒手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患者 24 例，随机分为机器人
辅助组（RA 组）和传统透视下徒手组（TF 组），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次数、透视时间、内倾角、
骨水泥注射量等手术指标并进行比较。结果 RA 组与 TF 组比较，手术时间短［（40.16±4.26）min vs. （52.75±
6.64） min］， 术 中 透 视 次 数 少 ［（8.83±1.19） 次 vs. （18.92±1.78） 次］、 透 视 时 间 短 ［（10.74±1.15） s vs.
（23.28±1.85） s］、内倾角更大［（21.79±1.65）° vs. （17.30±1.87）°］，骨水泥注射量更少［（3.68±0.97）mL
vs. （4.78±1.11）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
分、Cobb 角及椎体中线高度无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机器人辅助下椎体后凸成形术相较于
传统透视下徒手操作有着更高的精准性及安全性，在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临床治疗中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骨科手术机器人；椎体后凸成形术；骨质疏松；骨折
[中图分类号] R683.2
[文献标识码] B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bi-planar fluoroscopic imaging robot assisted PKP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Sun Tao1,2, Zhang Yuanzhi3, Hu Xufeng3, Wang Shaobai4, Liu Gang3, Liu Yaou3, Mo Weipeng3, Liu Rui3. 1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110; 2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90; 3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0; 4 Shanghai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 with robot-assisted and traditional
fluoroscopy,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orthopedic surgical robots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compression frac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24 patients with osteoporotic compression fractures admitted t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obotassisted group (RA group) and traditional fluoroscopy group (TF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the number of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the fluoroscopy time, the inclination angle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of bone cement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peration time [(40.16±4.26) min vs. (52.75±6.64) min], intraoperative fluoroscopy times [(8.83±1.19) vs. (18.92±1.78)], fluoroscopy time[(10.74±1.15) s vs. (23.28±1.85) s], the
inclination angle [(21.79±1.65)° vs. (17.30±1.87)°], and the injection volume of bone cement [(3.68±0.97) mL vs. (4.78±
1.11) mL] between RA group and TF 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VAS scores, Cobb angle and height of the
vertebral body. Conclusion Robot-assisted kyphoplasty is more accurate and safer than traditional fluoroscopy procedure,
an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Key words] Orthopedic robot; Kyphoplasty; Osteoporosis;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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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压缩性骨折好发于中老年人，常为骨质疏松引起
的病理性骨折，患者常伴有脊柱的剧烈疼痛及活动受
限[1-2]。国内基于影像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 岁以上女
性椎体骨折患病率约为 15%，80 岁以上女性椎体骨折患病
率可高达 36.6%。胸腰椎骨质疏松性骨折女性多于男性 ，
骨折原因主要为低能量损伤，骨折部位以胸腰段最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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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且腰椎多于胸椎，临床上常采用经皮椎体成形术和经

腰椎（L1-L3）压缩性骨折；②椎体后壁完整，无明显脊柱

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来稳

不稳或神经功能障碍；③腰背部疼痛，日常生活质量受到

定骨折，减少疼痛，后者在重建椎体高度，恢复椎体生物

影响；④骨密度≤-2.5 SD。排除标准：①其他病理性骨

[3-4]

，但传统徒手操作下的 PKP 存

折，如肿瘤转移、血管瘤、结核、布氏杆菌病等所导致的

在辐射暴露大、穿刺偏移、骨水泥渗漏等问题[5-8]。徒手操

椎体骨折；②陈旧性椎体骨折；③伴有如高血压、糖尿

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维透视引导下的进行，术中需反复

病、慢性阻塞性肺炎等严重内科疾病或基础条件差无法耐

透视，使手术医生及患者暴露在大量射线下，也增加了手

受手术；④脊柱侧弯和脊柱畸形。

术时间，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在脊柱外科的应用，使用

1.2 一般资料

力学的稳定性上更具优势

导航及骨科机器人辅助下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治疗胸腰椎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骨折取得了非常满意的临床效果[9-11]，骨科手术机器人在保

院收治的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患者 24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

证穿刺精准性的同时，能降低术中辐射，增加置钉内倾

法将患者分为机器人辅助组（robot assisted，RA 组）和传

角，而骨科手术机器人在椎体成形术中的研究报道相对较

统透视下徒手组（traditional fluoroscopy，TF 组），每组 12

少。自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2 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例。其中，男 14 例，女 10 例；年龄 55 ～ 75 岁；L1 骨折 6

院采用与上海卓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无遮挡骨

例，L2 骨折 11 例，L3 骨折 7 例；18 例患者有外伤史。两组

科手术机器人辅助经皮 PKP 术，并与徒手 PKP 术进行对

患者的性别、年龄、BMI、外伤史、骨折节段、骨密度等

比，探讨机器人辅助 PKP 手术的优势安全性及精确性。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1 资料与方法

性（见表 1）。本研究已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学伦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理委员会批准（KY2018031；YJ2019002），所有患者均知

纳入标准：①影像学检查 X 线、MRI 和 CT 提示近期

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RA 组
TF 组

性别（例）

年龄（岁）

BMI（kg/m2）

7

64.22±5.70

6

65.07±4.91

男

女

12

5

12

6

外伤史（例）

骨折节段（例）

骨密度（SD）

有

无

L1

L2

L3

28.67±1.62

10

2

3

5

4

-4.46±0.48

27.96±1.35

8

4

3

6

3

-4.37±0.38

t值

0.168

-0.385

1.167

0.889

0.234

-0.520

P值

0.682

0.704

0.256

0.346

0.890

0.608

1.3 手术方法

科大学附属医院技术准入批准，该系统主体由 6 自由度机

本研究采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与上海卓昕医疗

械臂、主控台车、光学追踪系统和无遮挡微调工具端组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无遮挡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系统

成，使用双平面正交荧光透视成像技术作为定位系统

（All-In-One Orthopaedic Robot，AIOOR），已获得内蒙古医

A

（见图 1）。

B

图 1 AIOOR 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系统：A. 整体结构；B. 无遮挡工具端

两组均采用单侧穿刺入路，由同一组手术医生完成手
术，使用相同型号、规格的椎体成形器、椎体扩张球囊和
骨水泥。患者均采用轻度屈髋屈膝俯卧位，心电监护，消
毒、铺无菌巾。C 型臂 X 线机透视下定位伤椎椎弓根体表
投影并标记。使用局部浸润麻醉。

RA 组采用机器人辅助下单侧 PKP 手术，将主控台车、
光学追踪器预先摆放至相应位置，将棘突夹示踪器固定于
伤椎邻近椎体的棘突上，使用 C 臂机拍摄患者手术椎体正、
侧位影像，载入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系统，通过双平面定
位算法（基于三维骨性标志点，通过术中伤椎正侧位图像

2022 年 06 月
第 19 卷 第 3 期

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

O RTHOPAEDIC B IOMECHANICS M ATERIALS A ND C LINICAL S TUDY

实现对手术空间立体定位，将 2D 点与 3D 点在空间三维上
实现 匹配），规划最佳进针通道（见图 2）。通过机器人系
统控制机械臂至指定位置，安装套筒，置入导针，透视确

.29.

认位置深度达椎体 1/3，沿导针置入套管，置入球囊并扩
张，将骨水泥注入伤椎，透视下填充满意后停止注入，消
毒并包扎创口（见图 3）。

图 2 机器人控制系统路径规划示意图：术区正侧位图像导入至 AIOOR 系统软件中，并在正侧位图像上确定穿刺路径

A

B

C

D

E

图 3 AIOOR 辅助 PKP 手术过程：A. 路径规划至预定位置；B. 置入工作套筒及导针；C. 确认导针位置，制备骨通道，置入球囊；D、E. 拔
出球囊，灌注骨水泥

TF 组采用传统徒手 PKP 手术，取俯卧位，保持胸腰椎
过伸。用 C 臂机透视先定位手术椎体，对手术椎体椎弓根
进行体表标记。透视下进行穿刺，使用带内芯的工作套筒
自椎弓根外上方穿入伤椎，进入椎体 1/3 左右时将内芯拔
出。使用骨钻制备骨隧道，将含有对比剂的球囊置入伤
椎，进行球囊扩张，透视下填充满意后取出球囊，待骨水
泥硬化后消毒并包扎伤口。
术后平卧 2 d，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术后给予抗骨质疏
松药物治疗，术后 2 d 常规复查 X 线片并定期随访。

1.4 观察指标
术中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次数、透视
时间、内倾角（通过术后 CT 三维重建观察横截面上椎体
中线与穿刺路线的夹角）及骨水泥注射量；记录术前、术
后（末次随访为术后 6 个月）VAS 评分及其变化大小评估
疼痛程度；测量术前及术后的椎体 Cobb 角和椎体中线高度
及其变化评估椎体高度的恢复情况；记录患者骨皮质穿破
情况，术后骨水泥渗漏、感染等并发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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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曼-惠特尼 U 检
验确定有效样本量。所有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
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研究中 C 臂透视扫描时，扫描一圈的曝光次数为 2
次，分别是正位片和侧位片，RA 组和 TF 组单次辐射剂量
相同（单次剂量平均为 10 cGycm2），但 RA 组与 TF 组比较

术中透视次数少，总透视时间短。RA 组与 TF 组比较手术
时间短，内倾角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RA 组患椎共计 12 个，均未突破骨皮质；TF 组患椎 12 个，1
例穿破骨皮质。两组患者末次随访时间为 6 个月，两组患
者术前 VAS 评分、Cobb 角及椎体中线高度比较，差异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术后 RA 组与 TF 组的 VAS 评分、
Cobb角、椎体中线高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3）
。RA 组 1 个节段发生骨水泥渗漏，TF 组 3 个节段发
生骨水泥渗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手术时间、术中透视次数、X 线暴露时间及内倾角比较（x±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min）

透视次数（次）

透视时间（s）

内倾角（°）

骨水泥量（mL）

RA 组

12

40.16±4.26

8.83±1.19

10.74±1.15

21.79±1.65

3.68±0.97

TF 组

12

52.75±6.64

18.92±1.78

23.28±1.85

17.30±1.87

4.78±1.11

t值

-5.528

-16.29

-19.90

9.704

-2.573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17

表 3 两组患者的术前及术后 VAS 评分、Cobb 角及椎体中线高度比较（x±s）

组别

例数

RA 组
TF 组

VAS 评分（分）

Cobb 角（°）

椎体中线高度（mm）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12

6.76±0.82

2.16±0.92

38.13±6.70

14.59±2.19

17.24±3.42

26.55±3.74

12

6.50±0.67

2.11±0.83

38.72±7.62

14.68±3.32

16.38±2.41

27.05±2.75

t值

0.829

0.126

-0.311

-0.129

1.101

-0.577

P值

0.416

0.901

0.757

0.898

0.276

0.566

3 讨论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保守治疗疗效欠佳，长期卧
床常引起压疮、坠积性肺炎、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有着
较高的死亡率[12]。椎体后凸成形术（PKP）虽能恢复椎体
高度，稳定骨折[13]，但徒手穿刺易使导针突破骨皮质，且
术中需反复透视以确定导针的位置。骨科手术机器人在脊
柱外科的运用相较于徒手操作展现出了多方面的优势。
Marcus 等[14]的一项临床荟萃分析显示，机器人辅助下螺钉
置入的准确率为 94.1%，高于徒手置钉准确率 （92.7%）。
Fan 等[15] 的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表明，机器人组比徒
手组具有更高的置钉精度。杨硕等[16]通过机器人辅助与常
规徒手的 Meta 分析比较，结果显示机器人组辐射暴露时间
更短。吕振东等[17]比较了机器人和徒手置钉的疗效，结果
显示机器人组术中透视次数更少，透视时间更短，患者所
受暴露辐射剂量更少。姜树东等[18]的一项对比试验显示机
器人组的手术时间和出血量明显少于传统徒手组。林书
等[19]通过对一种骨科机器人辅助下经皮椎弓根螺钉置钉安
全性评价，得出骨科机器人辅助经皮椎弓根螺钉置钉的准
确率高，可降低辐射损害。王豫等[20]通过双平面导航机器
人系统在不同骨科适应证中的应用研究中指出，双平面导
航机器人可以有效降低术中 X 光辐射的剂量，减小对医患
双方的辐射伤害。
本研究结果显示，机器人辅助组（RA 组）相较徒手

操作组（TF 组）在手术时间上更短，机器人组手术时间最
大值出现于手术初期和术前准备中，而随着手术次数的增
加，研究后期出现最小值，说明机器人手术的操作存在熟
悉的过程。Hu 等[21]的研究结果发现，在机器人手术的操作
中存在一个较短的学习曲线，且文献表明随着机器人使用
次数的增加，置钉的精准率存在上升趋势[22]，手术时间存
在下降趋势[23]。杨占华等[24]的研究表明，椎体后凸成形术
穿刺时，增加穿刺角度可使导针接近椎体中线，使骨水泥
分布及弥散更均匀，但在徒手穿刺时会提高突破骨皮质的
风险。骨科机器人可在路径规划时，在安全的范围内增加
穿刺角度，使针道末端易靠近椎体中线，且降低突破骨皮
质的发生率，确保穿刺的安全[25-27]。林书等[9]的研究表明，
机器人组穿刺角度较传统徒手操作更大，穿刺时更易接近
椎体中线，机器人组骨水泥分布更为均匀。王永胜等[28]的
研究结果证实，机器辅助下的 PKP 手术较徒手操作术后骨
水泥的渗透率更低。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 PKP 治疗骨质疏
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显著提高了手术精度[29]，总手术时
间、机器人手术时间随着手术病例数的增加而显著减少[30] ，
而学习曲线也随着手术例数增加很快趋于平稳，该技术易
于学习，易于掌握[31]。在本研究中，RA 组与 TF 组均由同
一组手术医生完成操作，使用相同型号、规格的椎体成形
器、椎体扩张球囊和骨水泥，机器人组的内倾角明显大于徒
手操作，且两组骨水泥注射量及术后骨水泥渗透率机器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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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徒手组，说明机器人辅助下的 PKP 手术更加精准。
AIOOR 骨科手术机器人系统工具端为无遮挡结构，将
光学动态摄像、导航标定架和患者椎体进行动态结合，通
过双平面定位算法可在二维影像上规划穿刺针道，并使之
达到指定位置。借助双平面正交荧光透视成像技术，术中
无需反复透视即实现实时追踪导针轨迹，AIOOR 骨科手术
机器人系统采用的是常规 C 型臂 X 线透视成像，不会增加
透视剂量，同时由于手术透照次数减少，显著降低了患者
和术者的射线辐射，并可实现一次性穿入，进一步提高了
穿刺的精准度，降低了突破骨皮质的风险，同时 AIOOR 工
具端为可透 X 线无遮挡材料，并可微调，能够实时观察穿
刺针道，极大地提高了手术的操作性和精度，此次机器人
组在透视次数及透视时间上明显少于徒手组。但由于本研
究病例数较少，需要扩充病例数来进行更为充分的比较，
对于穿刺偏移度、骨水泥分布，脊柱生物力学平衡可做进
一步细致的评估，同时对于学习曲线的对比分析也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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