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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骨肿瘤的手术治疗包括肿瘤切除和功能重建两部分，传统手术方式往往存在各种局限性。3D 打印技术作
为一种新兴的技术，在术前规划、肿瘤切除和功能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多种骨科数字技术的辅助下，
成功实现了骨肿瘤的精准化治疗。此外，3D 生物打印也在骨肿瘤的治疗中展现了巨大潜力。本文总结回顾了 3D
打印技术在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情况及研究进展，并分析了现有技术的优缺点，发现 3D 打印技术在临床治疗中
具有独特的优势，在骨肿瘤精准化治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3D 打印；骨肿瘤；精准外科；生物打印
[中图分类号] R738.1

[文献标识码] A

Advances in 3D printing technology for precision treatment of bone tumors
Zhang Zhao, Zhu Dongze, Dang Jingyi, Cheng Debin, Mi Zhenzhou, Fu Jun, Fan Hongb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Surgery, 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32, China
[Abstract]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bone tumors includes tumor resection and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conventional
surgical treatments have various limitations.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3D printing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operative planning, tumor resection and func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uccessfully achieves a personalized therapy of
bone tumor with the aid of multiple orthopaedic digital technologies. Meanwhile, 3D bioprinting also show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treatment of bone tumors. The aim of this review was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knowledge on th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bone tumors treatment,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We found that 3D printing technology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clinical treatment and possesse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precision treatment of bone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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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于新辅助化疗、影像学检查、

匹配不准出现局部复发、假体松动、感染等风险[2]。随着

的缺损形状为其重建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3D 打印技术
已经贯穿骨肿瘤外科治疗的始终，同时联合多种数字骨科
技术的辅助，为患者提供了精准化治疗方案，本文就 3D 打
印技术在骨肿瘤手术中的应用进展作一综述。

3D 打印技术在骨科手术中的应用，彻底改变了骨肿瘤手术

1 数字骨科技术概述

的传统概念，其准确性、稳定性、安全性的特点使肿瘤精

数字骨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通过将计算机数字
技术与骨科诊疗整合起来，从而实现了精准的外科治疗，
为外科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更好的选择[6]。目前，在骨肿瘤
外科治疗中，常用的数字骨科技术包括 3D 打印、图像融
合、计算机导航和有限元分析等方法，解决了传统骨肿瘤
手术存在的诸多难题[7]。值得瞩目的是，3D 打印技术在骨
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但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因此，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以 3D 打
印技术为核心，其他数字骨科技术联合辅助应用的精准化
外科治疗策略，可以更科学地评估患者的病情，制定最佳
的手术策略，从而实现更精准的肿瘤切除与缺损重建，为
患者带来了福音（见图 1）。

外科手术的进步，保肢手术已成为治疗恶性骨肿瘤的最佳
选择[1]。传统的肿瘤手术可能会由于肿瘤切除不全或假体

[3]

确切除和个性化重建成为可能 。
3D 打印技术又称增材制造，是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
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形状，通过连续逐层堆叠来实现制造[4]。
各行各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3D 打印产品，3D 打印技术也
已经广泛应用于多个临床学科中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骨科常用的增材制造技术包括立体光固化、选择性
激光烧结和熔融沉积成型等[5]。由于骨肿瘤发病部位多累
及重要关节，解剖结构复杂，手术过程中需要精确切除肿
瘤，避免损伤关键的神经、血管，并且肿瘤切除后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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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D 打印技术辅助骨肿瘤患者精准化外科治疗：A. 患者，男，51 岁，右胫骨中段骨肿瘤术前影像学资料；B. 基于患者影像资料个性化
设计的 3D 打印模型、导板及假体；C. 术中个性化导板精准截骨；D. 术中个性化假体与肿瘤切除后骨缺损精准匹配；E. 术后 1 年患者 X 线
片；F. 术后 3 年患者 X 线片及皮肤照片均表明预后效果满意
注：箭头表明新生皮质骨覆盖假体表面成功实现假体－骨界面整合。

2 3D 打印技术在骨肿瘤术前规划中的应用

术者对肿瘤与神经、血管的空间关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骨肿瘤手术中，应用 3D 打印解剖模型是辅助肿瘤切

有效辅助医生进行术前规划和模拟，在保证手术疗效的基

除最简单的方法。3D 打印模型通过术前获取患者的 CT 及

础上提升了切除、重建的精准性，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

MRI 数据来识别目标区域的解剖结构，随后采用专业软件

了并发症的出现。Cherkasskiy 等[13]利用熔融沉积制造技术

对其分割处理转换为数字 3D 模型，根据临床需求选择合适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FDM）结合 ABS 树脂纤维制备

的材料来完成模型的制备[8]。相比于 2D 影像图像，3D 打印

了 3D 打印股骨近端模型，通过设置蜂窝填充模式的打印参

模型能够更加立体、直观地反映出骨肿瘤的边界及周围解

数，来模拟真实骨骼截骨时的阻力，用于股骨近端截骨术

剖结构，使外科医生能够感触到肿瘤的真实大小，做出更

的规划和临床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手术效果，这种模型实

准确的诊断和手术计划，在术中更好地保护重要血管和神

现了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对于外科医生解决复杂手术的

[9]

[10]

经，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出现 。孔金海等 报道了 3D 打印

术前模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我中心将 3D 打印肿瘤

模型在脊索瘤切除中的临床应用，术前通过薄层 CT 数据

模型用于医学生的临床教学中，使医学生更加直观、深入

制作的 3D 打印模型成功展现了病变部位及解剖，使术者直

地了解骨肿瘤手术相关的步骤及相关解剖结构，在临床教

观认识了肿瘤边界与正常组织的关系，成功指导了术者术

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14]。随着 3D 打印技术和图像融合

前手术方案的制定。

技术的进步，3D 打印模型突破传统技术的限制，为术前规

虽然用 CT 数据能成功重建 3D 模型来识别病变部位，

划提供了巨大潜力，笔者认为能够模拟出骨骼组织质感的

但 CT 数据无法准确分辨软组织结构，与术中实际肿瘤仍

材料和打印技术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有学者提出将 CT 数据与 MRI 融合起

3 3D 打印技术辅助骨肿瘤术中精准化治疗

来进行建模，发挥各自优势，清晰地呈现软组织和骨骼等

3.1 3D 打印导板在肿瘤精准切除中的应用

硬组织，使特殊部位的肿瘤切除更加真实，提高手术效率
[11]

[12]

骨肿瘤手术成功的关键是在精确切除肿瘤的同时尽可

和安全性 。张亚等 采用 3D MRI 序列与 CT 建模配准结

能地保留正常骨组织及重要肌腱和韧带等，确保患者术后

合的方式，利用核磁对软组织天然成像的优势完整重现了

功能的恢复。3D 打印个性化导板的应用使术者能更加准确

骶骨肿瘤的解剖结构。骶骨毗邻盆腔脏器，神经、血管伴

地执行术前规划，实现术中精确截骨，改变了传统手术的

行复杂，在 3D 打印模型中通过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结构，使

模式。术前利用患者的影像数据对病变区域进行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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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计算机模拟肿瘤的切除与重建，从而确定肿瘤切

荷并进行优化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覆盖软组织的刺

除的范围及边界，在此基础上根据患者解剖结构的不同及

激、应力集中和应力屏蔽，同时减轻假体的重量，有助于

手术的需要对导板进行设计。在肿瘤的切除中，可以根据

周围软组织的长入，从而还原正常的解剖生理结构[23]。为

肿瘤部位骨骼的特点设计与其贴附的截骨导板，在需要截

了达到即时和长期稳定的目标，金属 3D 打印可以生产具有

骨的区域设计成凹槽样结构，在实现术中精确定位的基础

复杂形状和内部多孔结构的植入物，其内部结构可控制在微

[15]

上进行截骨 。

米级别，多孔结构可以促进假体与剩余骨接触面的骨整合，

我中心在以往的研究中评估了不同打印技术和材料制
备的导板在术中应用的优缺点，并与对照组进行了比较，

促进早期骨长入，使假体拥有良好的机械生物学性能[24]。
Zhao 等[25] 报道了 3D 打印个性化假体在恶性肿瘤切除

发现 3D 打印导板的应用明显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术中

后的大段骨缺损中的重建应用，研究发现所有患者的假

透视次数，术后影像学评估肿瘤均完整切除并取得了良好

体－骨界面均发生了骨整合，假体的多孔结构为患者提供

[16]

[17]

的重建疗效 。Wang 等 研究了 3D 打印导板在膝关节周

早期的生物稳定性，患者均取得满意的肢体功能。同时，

围恶性骨肿瘤切除重建中的临床价值，结果表明导板的应

我中心研发了 3D 打印假体复合带血管腓骨及生物陶瓷技

用明显减少了术中出血量及截骨长度，降低了并发症出现

术，生物活性植入物的引入使假体内部具有充足的血运，

的风险，实现了长节段骨缺损的精确切除，并且提高了膝

可以更好地实现患者早期的骨整合，减少了并发症的出

关节重建的稳定性，有效改善了术后膝关节的功能恢复。

现，实现了下肢长节段负重骨缺损的生物重建[26]。此外，

Park 等[18] 回顾性分析了 12 例用 3D 打印导板行保肢手术的

为解决骨肿瘤切除后不规则骨缺损重建困难的问题，我中

患者，发现所有患者的切缘病理活检均为阴性，最大误差不

心将 3D 打印个性化假体首次应用到锁骨、肩胛骨和髂骨的

超过3 mm，使用3D打印导板成功实现了肿瘤的精确切除。

重建中，满足了患者骨缺损形态和尺寸的精确匹配，为特

3D 打印导板辅助肿瘤切除取得了不错的临床疗效，但

殊部位的保肢手术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22]。Xu 等[27]探讨了

是随着截骨平面复杂性的增加，导致术中导板定位准确性

3D 打印个性化假体用于骨盆肿瘤切除术后重建的早期临床

[19]

下降，截骨误差增大为重建带来一定挑战 。因此，Wong
[20]

疗效，与传统重建方式相比，3D 打印组实现了更精准的肿

等 提出将计算机辅助导航技术与 3D 打印导板结合为保留

瘤切除和假体匹配，减少了手术创伤，缩短了手术时间，

关节的骨肿瘤手术提供了新的思路，术中计算机导航可以

促进了患者的术后功能恢复。

为医生提供实时的图像反馈并验证导板的位置，准确引导

尽管 3D 打印假体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

肿瘤切除，实现了关节骨肉瘤的精准切除，并取得了优异

果，但临床上常用的 3D 打印植入物主要以钛及其合金为主，

的术后功能恢复。我中心将导航技术联合 3D 打印导板用于

钛金属假体存在重量重、边缘软组织切割及骨诱导能力较差

骨盆肿瘤切除术后髋臼的重建定位，研究发现联合使用既

等问题，影响了其在临床的进一步使用，因此，研发更为合

避免了单纯使用导航技术的复杂程序，又避免了单独使用

适的 3D 打印材料尤为重要[28]。我中心尝试了 3D 打印 PEEK

导板造成的误差，术后评估显示髋臼位置良好，重建结果

肩关节假体的临床的应用，PEEK 材料具有制备周期短、量

更接近生理性重建，患者功能恢复满意[21]。3D 打印导板可

轻和良好的软组织生物相容性等特点，实现了良好的术后功

以明显提高手术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联合计算机

能和外形恢复，但是 PEEK 材料的力学强度低于传统钛合金

辅助导航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肿瘤切除的精准性，实现

材料，不适用于负重骨区域的重建，随着材料和制备工艺的

良好的术后重建效果。

提高，相信这一问题或将得到解决[28]。我中心首次研发了

3.2 3D 打印假体及内植物在个性化重建中的应用

3D 打印个体化钽金属假体，并将其用于脊柱恶性肿瘤整块

对于骨肿瘤患者，尤其是恶性骨肿瘤患者，肿瘤切除

切除后的缺损重建，患者术后功能恢复满意，多孔钽弹性模

后骨缺损的重建一直是外科医生的挑战，传统重建方式都

量与骨组织相似，且具有更好的骨长入、抗感染和生物相容

[2]

存在着各自的限制 。3D 打印技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

性，有望解决骨科修复重建材料问题[29]。总之，笔者认为个

选择，3D 打印技术利用逆向工程学原理基于健侧的正常解

性化假体的应用能实现患者骨缺损的精准重建，促进了早期

剖结构指导打印患侧的骨缺损，同时在材料的强度、表面

假体－骨界面的整合，更有利于患者的功能恢复。

形态、重量等方面进行整体设计，从而设计并打印出与骨

4 3D 生物打印骨组织工程支架在骨肿瘤外科治疗中的
应用

缺损形态相匹配并具有相应的力学强度的假体，重建肿瘤
切除后的骨缺损[22]。在设计最终确定之前，我们可以通过
有限元分析辅助建模来测试假体结构是否能够承受生理负

恶性骨肿瘤术后面临着肿瘤局部复发和转移的风险。
尽管目前 3D 打印技术在骨肿瘤手术中可以实现更精准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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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但通过单纯的手术干预仍然很难完全清除残留的肿瘤

印技术在临床工作中必将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前景。

细胞，往往需要术后的放化疗治疗。然而，术后化疗和放
疗会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并且放化疗会引起患者免疫力
低下、感染、血供不足，影响骨缺损的愈合。因此，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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