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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在胫骨远端 A 型骨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武汉科技
大学附属普仁医院骨科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收治的共 62 例胫骨远端 A 型骨折患者资料，患者被分为两组，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31 例）采用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微创内固定手术方式，传统组（31 例）
常规采用微创内固定手术方式。两组均在骨折断端有限切开进行复位，收集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透视次数、术
中失血量、AOFAS 功能评分、钢板放置位置等数据。结果 两组术中均达到解剖复位，通过对两组数据比较分析，
术后6个月AOF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传统组钢板放置角度（3.84±1.93）°、距离（2.19±1.42）mm
相比，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钢板放置角度为（2.87±1.09）°、距离（1.52±0.93）m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在手术时间、透视次数、术中失血量方面，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76.03±3.65）min、
（3.23±0.76）次、（71.29±7.30）mL 均少于传统组（79.74±6.92）min、（3.81±0.91）次、（76.29±9.31）mL，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在胫骨远端 A 型骨折手术中的应用有效缩短了手
术时间、减少了透视次数和失血量，使钢板放置位置更加贴近胫骨力线，标志定位法为 3D 打印技术在胫骨远端
A 型骨折术前计划的准确实施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胫骨远端骨折；3D 打印技术；标志定位法；微创经皮接骨板内固定技术；有限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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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in type A fractures of
the distal tibia
Liu Bin1,2, Zhang Qing3, Liu Rong2, Zhang Guohua2, Chen Chaobin2, Zhang Yong2, Hu Feng2, Wei Sheng2, Zhou Yilin2,
Yang Xuan2, Sun Peng2. 1 School of Medicine,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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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in distal tibia type A fractures. Methods The data of 62 patients with type A fractures of the distal tibia
admitted to the Pur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January 2019 to February
2021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and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31 cases) used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and minimally invasive internal fix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31
cases) used conventional minimally invasive internal fixation.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limited open reduction, and the
operation time, fluoroscopy times,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OFAS functional score, plate placement and other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All of the 62 cases got total anatomical reduction after the operation.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OFAS score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P>0.05). Compared with the plate placement angle (3.84±1.93)° and the distance (2.19±1.42) mm in the traditional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in the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and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the steel plate placement angle was (2.87±1.09)° and the distance was (1.52±0.93) mm,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ing the operation time, fluoroscopy times,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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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and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had (76.03±3.65) min, (3.23±0.76) times, and
(71.29±7.30) mL, all of which were less than
traditional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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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4±6.92) min, (3.81±0.91) times, (76.29±9.31) mL,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in the operation of
distal tibial type A fracture effectively shortens the operation time, reduces the number of fluoroscopy and blood loss, and
makes the placement of the plate closer to the tibial force line. The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the preoperative planning of distal tibia type A fractures.
[Key words] Distal tibial fractures; 3D printing technology; Landmark positioning method; Minimally invasive
percutaneous plate osteosynthesis; Limited incision

胫骨远端骨折是骨科常见骨折，占所有胫骨骨折的
7% ～ 10%，致伤原因多为车祸伤、坠落伤、重物砸伤及摔
[1-3]

后，在矢状面上，测量胫骨最远端与钢板最远端距离 a、
骨折远端前侧最高点与钢板前侧缘距离 b、骨折线近端最

。有研

近置钉孔中心与胫骨前缘距离 c、最近端置钉孔处钢板后

究表明，通过微创接骨板内固定技术治疗胫骨远端骨折，若

缘与胫骨前缘距离 d，在术中通过 a、b、c、d 四者距离可

复位不良、钢板放置不当会影响下肢负重轴线，致使邻近关

以确定钢板矢状面位置，冠状面上可通过对钢板施加压力

节创伤性关节炎的发生[4]。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发展，其在

调整其与胫骨之间的距离，笔者将此方法称为“标志定位

伤等，以不稳定骨折更为常见，常需要手术治疗

[5]

骨科中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解决了很多难题，在胫骨远

法”，见图 1。

端骨折中的应用也并不少见，借助 3D 打印技术能够对胫骨
远端骨折选择最佳的手术方式并模拟手术过程[6]。但准确地
将术前计划应用于实际手术仍然是一个挑战[7]，结合 3D 打
印技术，本文提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标志定位方法来定位术
中钢板的放置位置，旨在研究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
在治疗成人胫骨远端 A 型骨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a—胫骨最远端与钢板最远端距离；b—骨折远端前侧最高点与钢板前侧缘

1 资料与方法

距离；c—骨折线近端最近置钉孔中心与胫骨前缘距离；d—最近端置钉孔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处钢板后缘与胫骨前缘距离。

图 1 标志定位法测量示意图

纳入标准：①明确外伤史；②闭合性骨折；③A 型骨
折；④年龄 18 ～ 60 周岁；⑤患者配合检查，有完整影像
学资料；⑥患者配合随访，有完整随访资料。排除标准：

1.3.2 术前准备
两组均完善术前检查，排除手术禁忌证。传统组根据

①患有糖尿病，影响骨折愈合；②存在手术禁忌证无法手

术前 X 线（Hitachi DFA200，日本日立公司）及 CT（德国

术患者；③肢体对称性较差，既往有偏瘫、小儿麻痹、截

SIEMENS 公司）二维影像进行术前计划。3D 打印技术结

肢、双下肢骨折等病史；④病理性骨折。

合标志定位法组术前收集患者患侧、健侧胫骨 CT 原始

1.2 一般资料

DICOM 数据，经三维重建后通过 3D 打印机，打印出 1∶1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骨科

胫骨远端骨折模型与镜像模型，根据骨折模型，在镜像模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2 月收治的共 62 例胫骨远端骨折患者

型上描绘骨折形态，确定切口位置、长度，放置最佳匹配

资料，根据手术方式患者被分为传统组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

钢板，必要时进行折弯塑形，确定螺钉角度、长度，结合

标志定位法组。传统组（31 例）：男 14 例，女 17 例；年龄

标志定位法，测量钢板与各标志距离。器械确定后消毒备

27 ～ 60 岁，平均（46.16±7.58）岁；合并腓骨骨折 31 例；

用。待患肢张力性水泡愈合，肿胀消退后进行手术治疗，

受伤至手术时间 4 ～ 10 d，平均（7.00±1.80） d。3D 打印

术前备皮，导尿，术前 0.5 h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31 例）：男 16 例，女 15 例；年龄

1.3.3 手术过程

30 ～ 60 岁，平均（47.45±7.88）岁；合并腓骨骨折 31 例；

两组手术均由同一组高年资医师完成，麻醉方式均为

受伤至手术时间 5 ～ 11 d，平均（6.74±1.67） d。本研究

椎管内麻醉，均首先复位腓骨。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仰卧

通过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伦理审核（k2021143），所

位，采用气压止血带，常规消毒、铺巾。复位腓骨后，取

有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胫骨骨折断端前侧纵切口，可视下解剖复位胫骨骨折，断

1.3 手术方法

端加压固定，C 臂透视满意。传统组：取内踝弧形切口 ，

1.3.1 标志定位法

选取合适长度锁定接骨板，于胫骨内侧放置锁定接骨板，

在 3D 打印模型上，选择最佳的钢板与螺钉与之匹配

通过透视调整钢板位置，钢板位置满意后置入螺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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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调整螺钉角度、长度。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
组：取内踝弧形切口，于胫骨内侧放置术前确定长度锁定

钢板中点

接骨板，通过标志定位法将钢板调整至术前 3D 打印模型上
确定的钢板位置，钢板位置满意后，置入术前模拟螺钉。
两组必要时植入同种异体骨。

胫骨前后径中点

1.3.4 术后处理
术后 2 d 复查 X 线片。术后 6 h 内嘱患者去枕平卧，24 h

图 2 钢板放置位置评价示意图

内予以静脉滴注抗生素预防感染，24 ～ 48 h 拔除引流管，
48 h 后指导患者床上行早期踝关节功能锻炼，6 ～ 8 周复查
X 线评估愈合情况，酌情负重练习。
1.4 评价指标
收集两组患者的资料，包括手术时间、透视次数、术
中失血量、复位质量、钢板放置位置、功能评估和术后并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 软件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 n （%） 表示，采用 χ 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发症。钢板放置位置通过 X 线侧位片上钢板中线与胫骨力
线之间的夹角和钢板中点与胫骨前、后径中点之间的距离
评价，见图 2。功能评估应用美国足踝外科协会评分表
（American Orthopedic of Foot and Ankle Society， AOFAS）
进行评分：90 ～ 100 分为优；75 ～ 89 分为良；50 ～ 74 分
为可；＜50 分为差[8]。

患 者 均 得 到 随 访 ， 随 访 时 间 6 ～ 12 个 月 ， 平 均
（9.23±1.71）个月。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受伤至手术时间、骨折类
型、受伤原因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性别（例）

组别
传统组（n=31）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
定位法组（n=31）
χ2/t 值

年龄（岁）

受伤至手术时间（d）

17

46.16±7.58

15

受伤原因（例）

A2

A3

7.00±1.80

10

16

5

23

5

3

47.45±7.88

6.74±1.67

12

15

4

25

4

2

-0.258

-0.657

0.772

0.325

0.615

0.611

0.514

0.443

0.850

0.541

女

14
16

P值

骨折类型（例）
A1

男

2.2 两组患者的复位情况比较

交通事故伤 高处坠落伤 重物撞击伤

2.4 两组患者钢板放置位置、AOFAS 功能评分比较

两组术中均进行有限切开，直视下进行骨折复位，参照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 X 线侧位片上钢板中线

长骨干骨折解剖复位标准[9]，术中透视见两组患者骨折均对

与胫骨力线之间的夹角平均（2.87±1.09）°，传统组平均

位、对线良好，均达解剖复位，无短缩、旋转、成角畸形。

（3.84±1.93）°；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钢板中点与
胫骨前后径中点之间的距离平均（1.52±0.93）mm，传统

2.3 两组患者的术中指标比较
3D 打 印 技 术 结 合 标 志 定 位 法 组 手 术 时 间 、 透 视 次

组平均（2.19±1.42）mm，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

数、失血量均少于传统组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

两组患者术后 6 个月 AOFAS 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义（P ＜ 0.05），见表 2。

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钢板放置位置、术后 6 个月 AOFAS 功能评分比较（x±s）

表 2 两组术中指标对比（x±s）

组别

手术时间
（min）

透视次数
（次）

失血量
（mL）

传统组（n=31）

79.74±6.92

3.81±0.91

76.29±9.31

距离
术后 6 个月
（mm） AOFAS 评分（分）

组别

夹角
（°）

传统组（n=31）

3.84±1.93

2.19±1.42

96.97±1.82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
2.87±1.09
定位法组（n=31）

1.52±0.93

93.26±3.50

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
定位法组（n=31）

76.03±3.65

3.23±0.76

71.29±7.30

t值

2.641

2.724

2.354

t值

2.429

2.220

1.016

P值

0.011

0.008

0.022

P值

0.019

0.031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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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两组术后均无畸形愈合、切口感染、皮肤坏死、邻近
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等并发症发生。
典型病例：患者，男，56 岁。因外伤致左小腿肿痛、
活动受限，急诊以“左胫腓远端骨折”收入院，入院后完

.35.

善相关检查，结合 3D 打印技术与标志定位法，择期在椎管
内麻醉下行“经皮微创钢板内固定术＋有限切开”的手术
方式，术后复查 X 线结果显示与术前计划完全一致，随访
12 个月，踝关节活动正常，功能优（见图 3）。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图 3 A. 术前胫骨远端骨折 X 线正侧位；B. 术前胫骨远端骨折 CT 图像；C、D. 术前利用 3D 打印模型复位并在健侧镜像模型上描绘完整骨折
线；E、F. 术前选择最佳钢板螺钉与健侧 3D 打印镜像模型匹配；G. 术前在 3D 打印模型上对标志定位法中距离 a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0.8 cm；
H. 术前距离 b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1.0 cm；I. 术前距离 c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2.0 cm；J. 术前距离 d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2.2 cm；K. 对胫骨
骨折端皮肤有限切开，直视下实现解剖复位；L. 术中距离 a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0.8 cm；M. 术中距离 b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1.0 cm；N. 术
中距离 c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2.0 cm；O. 术中距离 d 的测量，测得距离为 2.2 cm；P. 术后 1 d X 线正侧位；Q. 术后 1 d X 线侧位片测量显示
钢板中线与胫骨力线完全贴合

3 讨论

对于胫骨远端骨折治疗，目前经皮微创接骨板内固定

由于胫骨解剖特点，胫骨中上段横截面为三角形，胫

技术被广泛接受与应用[14-15]，通过闭合复位，微小切口 ，

骨远端膨大，横截面呈四方形，所以受到外力作用后，形

钢板不需紧贴骨面，使手术对软组织和骨膜的损伤降到最

态转变的移行交界处容易发生骨折。根据 AO/OTA 分型 ，

低，弹性固定使骨折断端产生相对微小运动，促进骨折端

胫骨远端 A 型骨折被分为亚型 A1（螺旋）、A2（斜行）和

的骨痂生成和愈合，同时并发症少，可以达到很好的功能

[10]

A3（横行） 。相较于全身多数部位骨折，胫骨远端骨折

结果，是胫骨远端骨折的有效治疗方法[16-18]，但术中复位

术后恢复环境较差，这是因为胫骨远端紧贴皮下，软组织

方式为闭合复位，可能出现断端对位不良、软组织嵌入、

覆盖少，且骨折易损伤髓内滋养动脉，另外术中难免会破

影响骨折愈合的情况发生，特别是骨折断端发生移位的情

坏骨膜，多个因素共同造成胫骨远端血运不佳，局部循环

况，更易发生软组织嵌入，增加闭合复位难度和骨折不愈

[11]

[12]

，

合风险[19]，有研究发现有限切开结合微创经皮接骨板内固

此外胫骨上下关节面平行，一旦骨折断端术后对位不良、

定技术同样可以取得良好疗效，不会增加皮肤感染、坏死

钢板偏置易发生创伤性关节炎，甚至内固定失效，骨折不

的可能性，并且减少了术中透视次数[20]。所以笔者术中选

障碍 ，可出现皮肤感染、坏死，影响骨折愈合等情况

愈合

[6,13]

。

择在骨折断端进行有限切开，直视下复位，实现解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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胫骨远端骨折的复位固定、关节面平整及踝关节功能

医患沟通过程中，在 3D 打印模型上清楚、直观地讲解骨折
情况、手术过程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增加了患者及家属的

的恢复仍然是手术的难点[21-22]。传统术前计划通过患者 X

理解程度和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在术中，通过标志定位

线、CT 影像资料不能直观、立体地显示骨折情况，很难对

法，使术前计划与术中操作钢板位置接近一致，避免了术

手术过程做出准确判断[23]，容易出现固定器械选择不佳，

后出现力线不稳、固定失效、创伤性关节炎等情况。术中

位，尽力避免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的可能。

[24]

增加手术时间和风险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
[25-26]

这些问题

，通过 3D 打印真实尺寸模型，笔者可以从任

意角度观察骨折形态、利于医患沟通、判断骨折类型、测

透视次数的减少使医护人员和患者受到更少辐射。此外，
选择微创经皮接骨板内固定术并在骨折断端有限切开的手
术方式，在骨折复位和软组织保护之间达到了平衡。
但本研究仍具有一定局限性：术后随访时间不足，对

量骨折块的大小、确定复位顺序、在模型上选择最佳钢板
[7, 27-28]

螺钉，在术前计划和手术实施方面提供了巨大帮助

。

[29]

张文举等 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胫骨远端骨折，与传统手

远期预后缺少评估，包括远期踝关节和膝关节功能活动
等；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组术前需要完善双下肢

术方式对比，减少了手术时间和失血量。Zhang 等 术前

CT 检查，并 3D 打印双下肢模型，增加了住院费用；本研

通过 3D 打印技术对胫骨远端骨折选择最佳手术方式，并模

究样本量较小，有待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一步证实。

[30]

总而言之，3D 打印技术结合标志定位法为胫骨远端 A

拟手术过程，术后取得了良好固定效果。
但正如前文提到，如何准确地将 3D 打印模型上预定的

型骨折患者提供了个性化治疗方案，且与传统微创手术方

术前计划应用于实际手术仍然是一个挑战，术中操作与术

式相比，钢板放置位置更加贴近胫骨力线，标志定位法为

前计划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手术的有效性，以往

3D 打印技术在胫骨远端 A 型骨折术前计划的准确实施提供

术中确定钢板位置主要通过经验和反复透视来确定，相对

了新思路。

增加了手术时间和透视次数，一旦术中钢板放置位置不
佳，术后很可能出现力线不稳、固定失效、邻近关节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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