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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辅助上颈椎肿瘤模型的术前规划及手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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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

3D 打印上颈椎肿瘤模型在术前规划、模拟手术中的应用
对象：
纳入上颈椎哑铃型肿
瘤患者 20 例，根据手
术方案分为 2 组。

分组：
(1)3D 打印组：应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上颈椎哑
铃型肿瘤精准手术治疗；
(2)常规组：进行常规手术。

试验结果：
(1)三维模型能清楚显示肿瘤的形态及其与邻近血管、上颈
椎的空间关系，并在体外进行仿真模型的模拟手术；
(2)术中借助 3D 模型能指导肿瘤切除并重建上颈椎稳定
性，提高手术效率和安全性。

观察指标：
(1)对比 2 组手术时间、出
血量、住院天数；
(2)对比 2 组术后 1 年日本
骨科协会评分改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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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3D 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技术，基于材料累加、叠层制造方法，通过计算机辅助建模，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
等可黏合材料精确堆积制造原形的一种数字化成型技术。随着 3D 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深入应用，将此
技术应用于上颈椎肿瘤精准治疗成为可能。
上颈椎肿瘤有限元模型：目前上颈椎肿瘤有限元模型大多采用 CT 平扫结合增强图像数据，3D 打印仿真模
型与术中实际肿瘤存在一定误差，采取 CT 结合 MR 的数据来建模，发挥各自的优势，得到的模型更加符
合真实。

摘要
背景：目前上颈椎肿瘤有限元模型大多采用 CT 平扫结合增强图像数据，3D 打印仿真模型与术中实际肿瘤
存在一定误差，采取 CT 结合 MR 的数据来建模，发挥各自的优势，得到的模型更加符合真实。
目的：探讨 3D 打印上颈椎肿瘤模型在术前规划、模拟手术中的应用。
方法：纳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15 至 2017 年收治的上颈椎哑铃型肿瘤(ToyamaⅡa、Ⅲa、Ⅴ型)患
者 20 例，根据手术方案分为 2 组，每组 10 例。3D 打印组应用 3D 打印技术辅助上颈椎哑铃型肿瘤精准手
术治疗，术前获取患者头颅 CT/MR 资料，建立患者上颈椎肿瘤个体化模型，通过 3D 模型模拟手术，采取
一期颈后路肿瘤切除+寰枢椎椎弓根内固定治疗；常规组进行常规手术。对比 2 组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
天数及术后 1 年日本骨科协会评分改善率。
结果与结论：①三维模型能清楚显示肿瘤的形态及其与邻近血管、上颈椎的空间关系，并在体外进行仿真
模型的模拟手术；术中借助 3D 模型能指导肿瘤切除并重建上颈椎稳定性；②与常规组相比，3D 打印组手
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均明显减少(P < 0.05)；③3D 打印组术后 1 年日本骨科协会评分改善率为
(93.0±2.8)%，常规组为(75.0±2.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5.634，P < 0.05)；④所有患者随访期间无内固
定松动和后凸畸形的发生；⑤结果表明，3D 打印上颈椎肿瘤模型技术上可行，能够有效辅助复杂上颈椎疾
病手术方案的制定及模拟手术，提高手术效率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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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operative sim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assisted upper cerv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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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t present, most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upper cervical spine tumor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CT scanning
combined with enhanced image data. The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simulation model has certain errors with the intraoperative actual tumor.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model based on CT and MR, which is realistic.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printed upper cervical tumor model for preoperative planning and simulated
surgery.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with upper cervical dumbbell tumors (Toyama IIa, IIIa, and V type) admitted in Zhongshan Hospital, Xiamen
University from 2015 to 2017 were enrolled, and allocated into two groups (n=10 per group) according to surgical schem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group, preoperative CT and MR data of the upper cervical dumbbell tumors were obtained to reconstruct the
patients with individualized upper cervical tumor models before surgery, and underwent resection of tumor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inal
stability with atlantoaxial pedicle internal fixation by one-stage posterior approac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surgery. The
operation time, blood loss,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postoperative 1-year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improvement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could clearly reveal the morphology of the tumor and its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adjacent blood vessels and the upper cervical spine, and simulate the model in vitro. The intraoperative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model guided tumor resection and reconstructed upper cervical stability. (2)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operation time, blood
loss,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3) The postoperative 1-year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improvement rat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and conventional groups was (93.0±2.8)% and
(75.0±2.3)%, respectively (t=5.634, P < 0.05). (4) All patients showed no internal fixation loosening or kyphosis during follow-up. (5)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hree-dimensional-printed upper cervical tumor models are technically feasible, which can effectively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upper cervical diseases surgery program and simulate surgery; therefore, it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surgical
efficiency and safety.
Subject headings: Cervical Vertebrae; Neoplasms; Tissue Engineering
Funding: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30870690

0 引言 Introduction

其中男5例，女5例；年龄33-60岁，平均(43.0±3.2)岁。

纳入标准：均为MRI分型Toyama Ⅱa、Ⅲa、Ⅴ型上

颈椎哑铃形肿瘤是一类跨椎间孔生长，侵袭颈椎椎管
内外的肿瘤。50%的颈部肿瘤具有哑铃形结构

[1-2]

，由于肿

颈椎哑铃形肿瘤，且伴有神经症状枕颈部椎管内原发性肿

瘤生长压迫颈脊髓造成神经功能障碍，并对周围骨质产生

瘤，且同意手术治疗；临床及病理资料完整；接受术后≥

破坏，故多需手术切除。上颈椎肿瘤手术治疗具有解剖结

12个月的临床及影像学随访。

排除标准：既往有颈椎创伤或颈椎手术史；术前存在

构复杂、肿瘤复发、内固定失效等特点，被认为是脊柱外
[3]

科治疗的难题 。3D打印模型能清晰显示脊柱肿瘤与周围
[4]

枕颈部畸形或不稳；严重心肺功能不全；年龄 < 16岁；全

组织的空间位置关系 ，文章回顾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身其他部位有肿瘤病史。

收治的10例Toyama分型(Toyama Ⅱa、Ⅲa、Ⅴ型)上颈椎

1.4

[5]

哑铃形肿瘤 ，在通过融合CT及MR数据构建的上颈椎肿瘤

材料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见表1。

模型辅助下，分析采取一期颈后路肿瘤切除+寰枢椎椎弓根

表 1 植入物的材料学特征
Table 1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mplants

内固定患者的临床资料，并与常规手术患者资料对比，评

项目

寰枢椎椎弓根螺钉

品牌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有限公司

批号

YZB/国 0333-2009

材质

Ti6Al4V 钛合金

适应证

该产品适用于脊柱内固定

材料生物相容性

生物相容性良好，内植物可长期保留体内

价其安全性和短期临床疗效，为精准化治疗提供临床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对比观察试验。

1.2

时间及地点

于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脊柱外科/影像科完成。
1.3

对象

纳入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15至2017年收

方法

1.5
1.5.1

常规组手术方法

常规组患者术前采用CT、MR来

治的上颈椎哑铃型肿瘤(Toyama Ⅱa、Ⅲa、Ⅴ型)患者20

评估上颈椎肿瘤情况，手术入路与方法同3D打印组。

例，病变位置均毗邻重要血管、颈脊髓及神经根，根据手

1.5.2

3D打印组手术方法

术方案分为2组，每组10例。3D打印组应用3D打印技术辅

(1)上颈椎肿瘤模型的制作：

助上颈椎哑铃型肿瘤精准手术治疗，其中男6例，女4例；

获取影像资料：3D打印组10例患者术前行头颈部CTA

年龄38-63岁，平均(45.0±2.8)岁。常规组进行常规手术，

增 强 扫 描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双 源 CT ， 德 国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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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公司)，范围由主动脉弓水平由下向上扫描。对

颈椎后正中入路，先显露健侧手术区域，妥善固定后，填

比剂是碘普罗胺注射液(30 g/L)，由右肘前臂静脉内注入，

塞，再对肿瘤侧，进行暴露，必要时可先行部分寰椎后弓

注射流速为4.5-5.0 mL/s，注射总量为50 mL，再推50 mL

切除，枢椎部分椎板、全椎板或加小关节部分切除术(此组

生理盐水，团注追踪扫描。球管电压100 kV，自动管电流，

6例)。完整显露瘤区是关键，若瘤体位于硬膜内，打开硬

扫 描 层 厚 为 0.7 mm ， 层 间 距 0.5 mm 。 行 头 颅 3.0T

膜后仔细分离其与脊髓的间隙，并将其向椎间孔处分离，

MR(MAGNETOM Skyra.德国SIEMENS公司)常规平扫，

肿瘤往往包裹神经根，C1、C2神经根可以切断(此组4例)，

MRA平扫。专用头部线圈，视野280 mm×280 mm，矩阵

其他节段神经根尽量保留，将瘤体自神经根上剥离；瘤体

512×512。层厚1 mm，层间距1 mm，扫描位置包括轴位、

位于硬膜外则分离其与硬膜的间隙，对于神经根的处理同

冠状位、矢状位。常规序列扫描参数：T1WI：重复时间(TR)

上。当肿瘤与椎动脉及颈部动静脉比邻不太紧密时，采用

2 000 ms，回波时间(TE)20 ms；T2WI：TR 4 000 ms，

包膜外肿瘤的完整切除；否则，先行包膜内肿瘤完整切除

TE 90 ms。MRA平扫采用三维时间飞跃扰相梯度回波

再全部切除包膜，残存的囊壁用双极电凝处理并予以全部

(3D-TOF.SPGR)序列：参数为TR 25 ms，TE 3.45 ms，

清除。术中严禁过度牵拉肿瘤包膜，以免撕脱邻近粘连的

翻转角20°，视野180 mm×180 mm，矩阵256×164，层厚

硬脊膜、椎动脉或颈部血管鞘。肿瘤切除后硬膜需严密缝

0.7 min，层间距0。

合防止发生脑脊液漏。关闭切口放置引流管，术后2 d拔除，

三维模型构建：①将患者的CT/MR断层数据以DICOM

术后14 d拆线，颈托保护12周。本组均采用一期后路肿瘤

格式导出，导入Mimics Research 17.0软件再进行数据转

摘除+寰枢椎椎弓根钉内固定术。

换；②阈值分割：选择一定的像素灰度值范围来定义一个

1.5.3

对象，根据灰度值的不同，用“阈值分割”功能将上颈椎、

度屈曲。术后经常规护理无压疮及呼吸困难，术后第3天复

椎动脉区域从CT数据中分割出来；③构建肿瘤、上颈椎及

查颈椎X射线，了解内固定情况。1周后患者无发热、伤口

动脉三维模型：对“阈值分割”产生相连的像素通过区域

局部渗出等症状。术后定期复查了解内固定及神经功能改

增长、手工编辑等方式进行三维重建；④融合肿瘤、上颈

善情况。

椎及血管模型，将CT重建上颈椎和椎动脉与MRI重建的肿

1.6

瘤模型，利用椎动脉相对固定的空间关系在Mimics软件上

血量及住院时间；②术前及术后随访均评估日本骨科协会

进行各结构的匹配，并分别标记颜色，制作出颅底疾病复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评分。计算治

合解剖模型，保存为STL格式的三维几何模型文件。

疗后JOA评分改善率。改善率=(术后总分-术前总分)/(17-

3D打印：将3个STL格式三维几何模型文件导入Cura

术后处理

术后患者需要行颈托固定，警惕颈部过

主要观察指标

①记录所有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

术前总分)×100%，即：改善率=(改善分/损失分)×100%；

3.0中进行切片，生成gcod格式文件，导入3D打印机进行

③定期复查X射线评估颈椎的稳定性。

打印。此次研究采用MakerBot Replicator 2X打印机(美国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_

MakerBot公司)，可同时打印多种颜色仿真模型。在打印机

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 检验。设P < 0.05时差

喷头内将热塑性材料加热熔化成液态，通过读取文件中的

异有显著性意义。

横截面信息，使喷头沿横断面轮廓运动，挤出均匀细丝状，

结果 Results

然后冷却硬化，并与周围的材料黏结，前一层对当前层起

2

到定位和固定作用，逐层堆积而成，最终打印出复杂的上

2.1

颈椎肿瘤仿真模型。

肿瘤(Toyama Ⅱa、Ⅲa、Ⅴ型)患者20例，根据手术方案

(2)术前评估及模拟手术：将重建后的上颈椎肿瘤模型
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其主要结构，旋转，必要时放大。

参与者数量分析

按意向性处理，纳入上颈椎哑铃型

分为2组，每组10例。全部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试验
流程图见图1。

切换显示不同的结构，观察实体肿瘤及其毗邻结构，明确
肿瘤的形态、瘤体朝向及其与颈脊髓的关系，并进行分型

纳入上颈椎哑铃型肿瘤患者 20 例，按手术方案分为 2 组。

及手术入路的确定。在Mimics Research 17.0软件上对三
维可视化的上颈椎肿瘤模型模拟手术操作，尝试瘤体摘除

3D 打印组 10 例术前通过 3D 模

常规组 10 例行常规手术治

及重建上颈椎稳定性的方法。将模型文件导入3D打印机，

型模拟手术。

疗。

从而直观的评估病情及手术方案，并选择合适内植物重建

3D 打印组 10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

常规组 10 例全部进入结果分

颈椎稳定性。二者结合使术前手术规划更趋合理。

析，无脱落。

析，无脱落。

得到上颈椎肿瘤的仿真模型，根据肿瘤的形态或侵犯范围，
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仿真模型，对其进行切割及相关测量，

(3)手术方法：术前通过仔细观察3D模型，为Toyama
Ⅱa、Ⅲa、Ⅴ型，均可采用后路手术，全身麻醉，俯卧位，
5616

图 1 两组患者分组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patient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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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资料比较

2.2

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例，经激素及脱水药物治疗3-9 d后缓解；常规组术后1例
第6天出现夜间睡眠时不自主语言，时有双上肢不自主舞

(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2。

动，患者本人对发作无记忆，考虑术后微小血栓形成，经
表 2 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n=10)
Table 2 Comparison of baseline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项目

3D 打印组

常规组

P值

男/女(n)

6/4

5/5

> 0.05

45.0±2.8

43.0±3.2

> 0.05

_

年龄(x±s，岁)

2.3

治疗结果

利用3D打印技术制作的仿真模型均可直

对症治疗后好转；常规组脑脊液漏1例，保守治疗后闭合；
未见颈椎反屈畸形，无术后感染病例。
表 3 两组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 1 年 JOA 评分改善
_
率的比较
(x±s，n=10)
Table 3 Comparison of operation time, blood loss,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postoperative 1-year 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improvement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观显示出肿瘤、颈脊髓、椎动脉与上颈椎的空间结构关系。
项目

3D 打印组

常规组

P值

手术时间(min)

140.0±13.5

243.0±15.7

0.02

术中出血量(mL)

300.0±72.5

750.0±128.8

0.01

建颈椎的稳定性，其中椎管外较大的瘤体，均为完整的整

住院时间(d)

8.2±0.6

15.0±3.8

0.01

块切除，均采用自体血回吸收机。10例常规组肿瘤也均一

术后 1 年 JOA 评分改善率(%)

93.0±2.8

75.0±2.3

0.02

患者影像学资料及三维重建模型图，见图2A-S。
3D打印组10例患者均经一期后路手术切除肿瘤并重

期后路完全切除，并重建稳定性，具体指标见表3。
2.4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及不良事件

术后病理证实，15

所有患者随访12个月以上，随访期间未见肿瘤复发者，

例神经鞘瘤，5例神经纤维瘤；载瘤神经束离断者4例，C2

患者的神经症状及阳性体征较术前明显缓解。3D打印组术

神经束3例。

后1年JOA评分改善率为(93.0±2.8)%，常规组为(75.0±

患者局部疼痛和神经症状均有明显改善或缓解，术后
即刻出现单侧上肢一过性肌力下降3D打印组1例，常规组4
B

A

H

R

J

N

S

间内固定物无松动和位移、颈椎稳定性良好，见图2T，U。
D

C

I

M

2.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t=5.634，P < 0.05)。在随访期

K

O

T

E

F

G

L

P

Q

U

图 2 男性 58 岁上颈椎肿瘤伴四肢不全瘫患者临床影像数据
Figure 2 Clinical imaging data of a 58-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upper cervical tumor with paraplegia

图注：图 A-C 为术前患者 CT 上颈椎横断面图像；D-G 为术前 MR 矢状位、冠状位、横断面图像；H 为上颈椎肿瘤三维后处理模型(右斜位)；I
为上颈椎肿瘤三维后处理模型(右斜位，隐藏瘤体构件)；J 为上颈椎肿瘤三维后处理模型(右侧位，瘤体前方与椎动脉关系)；K 为上颈椎肿瘤三
维后处理模型(右侧位，隐藏瘤体构件)；L 为上颈椎肿瘤三维后处理模型(后前位，隐藏骨骼构件，瘤体与周围血管、颈脊髓关系)；M，N 为上
颈椎肿瘤三维后处理模型(上、下斜位，隐藏血管、瘤体构件，肿瘤压迹及骨质情况)；O，P 为上颈椎肿瘤仿真模型；Q 示术中瘤体显露及寰枢
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R 示术中瘤体与神经根关系；图 S 示完整切除的瘤体；T，U 示术后复查寰枢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位置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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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Discussion

胀性生长的特点，压迫周围骨质，导致置钉条件不佳，增

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技术，基于材料累加、叠层制造

加重建颈椎稳定性的难度，在仿真模型的辅助下，术前分

方法，通过计算机辅助建模，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

析瘤体类型，确定手术入路，避免多入路引起的肿瘤播散

合材料精确堆积制造原形的一种数字化成型技术 [6]。过去

的风险，术中仔细显露肿瘤区域，摘除瘤体后，辨认置钉

上颈椎手术被称为手术的禁区，毗邻生命中枢，在重建上

位置，大多数病例可一期后路手术完整切除肿瘤，同时重

颈椎稳定性中，随着寰枢椎椎弓根螺钉技术的应用，风险

建颈椎稳定性。对于一侧生长较大瘤体，可联合经皮内镜

逐渐降低，生物力学稳定性好，对于骨折、畸形为主的骨

辅助摘除[11]。肿瘤多有完整包膜，向一侧生长，生长到一

结构方面的病损，CT三维重建提供的信息足够术前规划，

定程度可压迫周围骨质，可在仿真模型上观察到，通过分

但对于上颈椎肿瘤，由于瘤体膨胀性生长，且通常生长巨

辨白线切开至后方棘突，从健侧开始做骨膜下剥离，剥离

大，不仅压迫脊髓，还需考虑肿瘤是否侵犯椎动脉，对周

范围以术前确定进钉点范围为准，
“够用就好”
，纱布填塞，

围的骨质有否压迫，造成在截骨、去除瘤体的同时还需考

重建一侧脊柱稳定性后，再暴露瘤侧，若瘤体跨椎板生长，

虑此时置钉的解剖结构能否满足需求。对于上颈椎肿瘤，

需咬除椎板，充分显示瘤体，术前仔细辨认肿瘤与椎动脉

X射线、CT及MRI无法直观观察具体的病变情况，且对于

之间关系，多数情况下只是肿瘤对血管的推挤和压迫，而

不熟悉解剖结构的初学者来说，手术风险大。以往术前评

并非真正的包裹、侵及、破坏，这也是三维仿真模型的优

估主要通过CTA获得肿瘤模型在二维屏幕上显示，其反映

点之一，可以清晰辨认瘤体与血管的关系，避免了椎动脉

的空间位置、深度仍存在视觉差异，且在工作站上仅能做

的损伤。对于肿瘤与周围组织难以分辨，可结合显微镜下

少数测量，无法同时显示椎动脉、上颈椎、脊髓及肿瘤的

瘤体摘除[12]。肖建如等[13]指出对于肿瘤包绕椎动脉的患者，

空间位置关系[7]。随着3D打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深入应用，

术中应预先暴露椎动脉起始段并预留橡皮片，以便在发生

将此技术应用于上颈椎肿瘤精准治疗成为可能。过去根据

椎动脉损伤时及时阻断或结扎。椎管内肿瘤可边分离边双

患者的CT数据可重建出骨骼、血管模型，但融合MR数据

极电凝止血，不过度牵拉颈髓，颈髓损伤风险降低。对于

添加软组织结构的应用较少，此次研究通过将患者CT及

脊髓腹侧及腹外侧的肿瘤，应将脊髓两侧齿状韧带先行切

MRI的DICOM数据进行后处理构建上颈椎肿瘤模型，克服

断，待脊髓松动后再轻轻牵拉，可避免损伤脊髓。此组病

原始二维图像无法随意融合CT、MRI数据的缺点，可以同

例术后神经功能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且损伤无加重表现。解

时清晰的呈现软组织和骨骼等硬组织，相比于传统建模方

剖上C1，C2神经根多支配感觉，肿瘤无法完全分离时，为

法，利用相对固定空间关系的椎动脉构件来融合CT、MRI

降低术后复发风险，可切除神经根。Lot等[14]和Chowdhury

数据，可以同时清晰的呈现脊髓、血管、肿瘤及骨组织，

等[15]报道了30例上颈椎C1-C3载瘤部分神经根离断，术后

并可在软件上进行相关构件的增减，直观的显示肿瘤与周

仅少数患者出现一过性感觉缺失或肌力下降。此组C2神经

围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所构建的3D模型更能真实反映组

束离断者3例，术后随访发现，对患者运动功能无明显影响。

织解剖结构，对于肿瘤组织的显示更加精细，拓宽了该项

肿瘤切除后依据颈椎结构切除范围判断颈椎稳定性[16]，有

技术的应用，使模型更加仿真。根据术前模拟，个体化3D

文献报道，颈部肿瘤切除术后有20%的患者发生了颈椎不

打印模型辅助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可提高置钉成功率，

稳[17]，而上颈椎稳定性重建中经寰枢椎弓根螺钉固定近年

明确肿瘤与椎动脉的关系，提高安全性，做到有的放矢。

来广泛应用于临床，并被证明创伤较小、生物力学稳定性

仿真模型可以帮助术者先在模型进行瘤体的摘除、截骨的

最佳的内固定方式，但应用受限于患者的解剖特点[18-20]。

范围，并选择适应手术的螺钉类型。在术中视野有限，借

颈椎术中发生椎动脉损伤的概率为1.4%，在后路上颈椎手

助模型可以根据有限的解剖暴露，分析各个结构的空间位

术中概率增至4%-8%，椎动脉损伤同时为后路减压固定常

置关系，进一步提高手术的精确性，缩短手术时间。

见并发症之一[21]。寰椎椎动脉沟后弓高度决定螺钉型号的

3

此组病例中3D打印组相比常规组手术组患者，由于在

选择以及置钉的深度、方向等[22]，为避免术中椎动脉的损

术前、术中有仿真模型辅助，良好的规划避免以往传统手

伤，术前需详细分析，因部分病例瘤体跨椎板生长，可在

术的相对盲目性，在手术时间、出血量、住院时间均明显

仿真模型上先型截骨，规划置钉区域。由于枢椎稚弓根的

减少，因此，创伤对患者的影响较小，JOA评分治疗后改

下缘和外缘为椎动脉，在行枢椎置钉时，术中可用神经剥

善率也有显著提高。

离子探及椎弓根内侧壁，并以此为参考，遵循宁内勿外、

上颈椎哑铃形肿瘤可突出椎间孔形成较大的椎旁肿
块，向前侵犯椎体，易对神经根及椎动脉造成压迫或包绕，
手术难度大，有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8-9]

宁上勿下的原则完成置钉。术中难点之一在于寰枢关节附
近丰富的静脉丛[23]，如若操作不熟练，很有可能导致大出

。手术的关键是

血，不仅影响手术视野。同时由于出血汹涌直接导致手术

瘤体的充分显露，椎动脉、静脉丛的保护及上颈椎稳定性

失败。因此，对于术前怀疑血管畸形患者，建议行血管造

[10]

重建等。Slin’ko等

认为哑铃形肿瘤解剖上常起源于脊神

影，术中遵循骨膜下剥离的原则，采用钝性分离。如果由

经后根位于颈髓背侧及背外侧，沿椎间孔向外生长，有膨

于操作不当引发静脉丛破裂出血，可根据经验行明胶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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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塞或电凝止血。此组病例在仿真模型辅助下，尽量保留

[5]

运动节段，保留骨组织，全部成功行一期颈后路肿瘤切除+
寰枢椎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24-28]。

[6]

综上所述，将3D打印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构建的
三维仿真模型能够有效辅助复杂上颈椎疾病手术方案的制

[7]

定及模拟手术，在仔细辨认瘤体生长特性及周围骨质情况，
有助于一期后路完成手术，完整切除椎管内外较大的瘤体，
避免多个切口，减少了手术创伤及治疗周期，提高手术效
率和安全性，达到精准医疗和个性化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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