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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介绍一种机器人辅助下改良的骶髂螺钉路径规划方法，以进一步降低错误置钉

的发生率。方法对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山东烟台市烟台山医院骨创伤科收治的13例骨盆

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其中男9例，女4例；年龄18～70岁，平均46．2岁。致伤原因：交通

伤7例，挤压伤4例，高处坠落伤2例。按A0分型：B型8例(Bl型3例，B2型5例)，c型5例(Cl

型2例，C2型l例，c3型2例)。针对后环损伤，采用闭合复位机器人辅助下改良的路径规划方法引

导经皮骶髂螺钉(A0直径7．3 mm的空心钉)内固定。术中观察，术后随访，对所有病例行x线片和

CT复查，术后l周进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分)。结果本组所有骶髂螺钉均为机器人辅助

下按改良规划一次性顺利置入。单枚螺钉置人时间平均15．9 min，单枚螺钉置人出血量平均<l“。

所有病例术后均未出现血管、内脏、腰骶神经损伤的临床表现。术后x线片和cT显示，骶髂螺钉均

未穿破骶骨体及骶骨翼前缘皮质，也未进入骶管、椎间隙，全程均于骶髂骨性安全区内走行。VAs评

分由术前平均6．9分(4—10分)降至术后平均1．8分(O一3分)。结论采用机器人辅助下改良的

路径规划方法有助于精准安全地置人骶髂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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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搬髓ct】 obj∞6ve To intmduce a mbot-assisted modified method of sacroiliac screw patll

planIling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crew misplacement．1VIeUIods The studv involved 13 patients

s证fering f如m posterior pelvic iniuries treated by percutaneous sacroiliac screw in Y硼tai Shan HospitaJ f而m

August 2016 to May 2018．，111e patients included 9 males蛐d 4 females，a鼬d frDm 18 to 70”ars(me蚰

age46．2 years)．C跏ses of injury were tr幽c accidents(n=7)，cmshing injury(n=4)锄d伽fmm
heigIIt(n=2)．According to A0 classification，8 cases were cl勰sified with type B fractures(3 with type Bl

and 5 with type B2)，and 5 cases witll type C fhctures(2 witlI type Cl，1 witll帅e C2，2 with type C3)．

AU tIle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robot—assisted percutaneous sacmiliac screws(AO cannulated scIews with a

di锄eter of 7．3 mm)with an improved method“screw path planning．The screw placement time，blood

loss，postoperative neurological， vascular aJld visceraJ I．unction etc were ob8erved． X．r习Ly and CT were

checked in tlle fbUow．up after the operation．Visual analo丹Je scale(VAS)score was used to assess the pain

de鼾ee of patients one week after the su磺ery．ResuIts』UJ the sacroiliac screws were successf．ullv implanted

once讪th the robot-鹊sisted impr0Ved metllod of screw patIl planning．The mean placement time of sin甜e
screw w船15．9 min and the mean blood l惦s f打sinde screw plaeement was less than l m1． No clinical

manifbstations of injuries of b100d vessels， intemal伽珊s and lumbosacral nenre was I．0und after the

operation．The postoperative X-raIy 61ms and CT showed that none of the sacroiliac screws wore out the sacral

body or tIIe sacral wing’s f如ntal conex．Also，it was found tllat none 0f the sacroiliac screws str丑lyed in￡o the

sacral c锄al and the interverteb阳1 space．The mean VAS score decre鹬ed f如m preopemtive 6．9(4—10)to

DOI：10．3760／c眦．j．is蚰．0376-2491．2018．41．003

作者单位：264008山东烟台，烟台市烟台山医院骨科

通信作者：张树栋，Email：z13905358007@qq．com

．临床研究．

万方数据



postoperative 1．8(O一3)． Co眦lusi蚰 The rob0卜assisted impmved method 0f screw patIl pl彻ning
contributes to鞠fe卸d accumte sacmiIiac screw placement．

【Key words】Pelvis； Robot；sacmiliac screw； Minimal inv鹳i∞；Precision； screw

misplacement
Fund program：Nati∞al Key R&D‰gram“Chi眦(2017YFColl0602)；National Natum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81301553，81641171)；Young粕d Middle-Aged Scientists Research Awards

F0undation “Sh锄d∞g Province(BS2013SFDl5)； Key R&D Prog阻m of Sh鲫dong Province

(20l 8GSFll8064)；Pmject of MedicaI柚d HeaIth Technolo舒Devel叩ment h噼m of Sh粕dong Pmvince

(2017WSl69)

近20余年，骶髂螺钉技术不断进步并逐渐成熟

起来，成为针对骨盆后环损伤真正微创而有效的治

疗手段，广泛适用于骨盆损伤的急诊急救和分阶段

治疗。为了将骶髂螺钉固定效果最大化，需要在有

限的骨性安全空间内置人更多、更长的骶髂螺

钉¨引，但这同样会显著增加医源性损伤的风险。应

运而生的骨科机器人将机械臂与计算机导航结合起

来，极大提高了手术操作的精准性，有效降低了各种

螺钉的置人难度。即便如此，由于术者对骨盆后环

解剖知识掌握不全面、操作不正规，仍有错误置钉发

生。为了实现骶髂螺钉置人精准度的最大化，自

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我们使用改良的机器人

路径规划法指导骶髂螺钉置人13例(25钉)，取得

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现介绍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人选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山东烟台市烟

台山医院骨创伤科收治的13例骨盆损伤患者。男

9例，女4例；年龄18～70岁，平均46．2岁。致伤原

因：交通伤7例，挤压伤4例，高处坠落伤2例。按

瑞士A0分型：B型8例(B1型3例，B2型5例)，c

型5例(Cl型2例，C2型l例，C3型2例)。骨盆

后环单侧损伤1l例，骨盆后环双侧损伤2例。骶骨

骨折9侧，骶髂关节脱位3侧，骶髂关节骨折脱位3

侧。人院时合并失血性休克l例，合并颅脑损伤2

例，合并闭合性胸外伤4例，合并泌尿系损伤3例，

合并腰椎骨折1例，合并下肢骨折3例，合并上肢骨

折2例。受伤至手术时间4～20 d，平均10．7 d，伤

后2周内手术9例，2周后手术4例。本组所有的

骶髂螺钉均在骨科手术机器人“天玑”(北京天智航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辅助下完成。

二、术前准备

按损伤控制原则进行分阶段治疗。常规人院检

查，拍摄骨盆x线平片(正位、人口位、出口位)，明

确骨盆前后环损伤在水平面、冠状面、矢状面上的各

向平移和旋转特征。通过骨盆CT平扫和二维三维

重建检查排除隐匿性损伤并直观地显示具体病理特

征。根据患者的全身基础和局部损伤情况给予支

持、抗炎、抗凝等治疗，稳定内环境。根据对骨盆稳

定性和血流动力学的评估，决定是否急诊给予外架

固定或骨牵引治疗。积极治疗合并伤，排除骨盆骨

折的手术禁忌。在确定性的内固定术前，必须明确

骨盆后环的解剖特征及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内固定方

案的变异及其具体特征，并针对骨盆后环损伤特征

制定手术方案及备选方案。积极肠道准备，术前l d

两次灌肠，最大限度地降低肠道对术中透视效果的

影响。

三、手术方法

手术顺序：本组所有手术均在全身麻醉下碳纤

维骨科手术床上进行；对于前后环主力骨相连的移

位显著的半侧骨盆环前后联合损伤，先进行耻骨上

支骨折的切开复位内固定，此时后环基本复位然后

再行经皮骶髂螺钉固定；对于使用骶髂螺钉复位后

环和无需后环复位的前后环联合损伤，则先行经皮

骶髂螺钉固定，然后前环复位固定，以尽量减少前环

固定物对透视和操作难度较高的后环手术的影响。

前环：逆行前柱螺钉2例，接骨板2例，前环经

皮内固定支架(INFIx)2例，前环外固定架3例。前

环开放手术通过髂腹股沟人路或经腹直肌旁人路

完成。

后环：本组病例均为前述方法闭合复位或通过

骶髂螺钉复位。所有病例均使用AO直径7．3 mm

的空心钉(瑞士辛迪思公司)进行经皮骶髂螺钉固

定。按术前计划和术中复位情况确定置钉节段、数

量、方向、长度。单独S。节段固定4例，单独S：节

段固定1例，s⋯双节段联合固定8例，s。单向单侧

固定5例，S。双向双侧固定2例，s：单向单侧固定

3例，S：双向双侧固定1例，S。单向两枚螺钉固定

2例。

机器人辅助骶髂螺钉置人(以仰卧位手术为

例)：对后环损伤进行闭合复位，C臂透视显示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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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连接C臂x线透视机(简称“c臂”)、二三代导

航机器人(“天玑”)各组件；常规消毒铺巾，将瞄准

套筒安装于机器人机械臂上，并使用无菌塑料套装

将其与机器人其他装置隔离；于髂前上棘区域经皮

置人shanz钉，安装患者示踪器；使用C臂进行个体

化透视，获得标准骨盆入口位相，安装定位尺，使其

上10个定位靶点同时置于c臂透视所获视野内，采

集该入口位相；使用同样的方法采集骨盆出口位相

和侧位相；取下定位尺，通过前述采集的人口位、出

口位两幅图像，按术前计划进行置钉规划(螺钉进

点、方向、长度)，此时前述采集的侧位相上会自动

显示出该螺钉的规划轨迹；若为水平置钉，可直接明

确其是否位于“安全区”；若为斜向置钉，在侧位相

无法明确该全长螺钉轨迹是否安全的前提下，可将

前述入口、出口位相的螺钉规划长度变短至骶髂关

节间隙，通过此时侧位观上螺钉是否突破髂骨高密

度线(ICD线)，来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螺钉的规划方

向；安全起见，还可用同样方法将螺钉规划长度变短

至骶骨I～Ⅱ区(骶骨翼一骶孑L区)，并通过此时所规

划螺钉在侧位相上是否突破骶骨翼斜坡线(SAS

线)，来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螺钉的规划轨迹；在确定

螺钉位置安全的前提下，规划螺钉全长；确认后机器

人机械臂按规划指令将瞄准套筒送达指定区域，切

皮，分离软组织直至骨面并安装次级套管，将导针分

步钻入；使用前述标准的人口、出口位透视像验证螺

钉的位置并最终确定其长度，扩孔，置人空心螺钉，

c臂透视确认螺钉位置及长度满意，拔除导针。俯

卧位手术时，将患者示踪器经皮置于髂后上棘，c臂

进行人出口位的透视方向作相反方向的调整，其余

同仰卧位。

四、术后处理

所有病例均通过规范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规

范使用低分子肝素抗凝防治下肢静脉血栓，定期换

药，术后2周拆线。术后2 d、l、2周给予下肢静脉B

超检查，监控下肢深静脉血栓(DVT)。待拔除引流

管和排除DVT后给予x线片、CT复查。术后第2

天开始坐卧交替的日常活动，术后2～4周下地开始

患侧下肢不负重的功能锻炼，8～10周开始患侧下

肢部分负重行走功能锻炼，骨折愈合后弃拐完全负

重行走。

五、观察指标

记录骶髂螺钉的置入次数、置人时间、出血量；

记录术后是否出现血管、神经、内脏等医源性损伤的

临床表现；通过术后x线平片和CT观察骶髂螺钉

位置是否满意。术后l周进行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VAS)。

结 果

所有骶髂螺钉均为使用机器人辅助改良规划法

引导下一次性顺利置入，单枚螺钉置入时间平均
15．9 min，单枚螺钉置入出血量平均<1 m1。术后X

线片和cT显示，所有骶髂螺钉均未穿破骶骨体和

双侧骶骨翼前缘皮质，也未进入骶管、椎问隙，完全

位于骶髂骨性安全通道内。所有病例术后均未出现

血管、内脏、腰骶神经损伤的临床表现。VAs疼痛

评分由术前平均6．9分(4～10分)降低至术后平均

1．8分(0～3分)。

典型病例：患者男，48岁，车祸伤，B1型骨盆骨

折(右侧骶髂关节分离并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仰

卧位，先行机器人辅助下经皮右侧骶1骶2双节段

骶髂螺钉固定；然后经右侧腹直肌旁人路复位固定

右侧耻骨上下支骨折(图1～4)。患者VAS评分：

图1 术中人口、出口、侧位相的采集：术中人口位(A)、m口位(B)、侧位(c)相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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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术中螺钉的路径规划：A～c：规划的骶l骶髂螺钉为斜向置钉，全长螺钉在侧位相显示已突破髂骨高密度线(IcD线)，无法明确该螺

钉轨迹是否完全位于安全区内；D～F：将前述人口、出口位相的螺钉规划长度变短至骶髂关节间隙部位，此时侧位相显示螺钉并未突破IcD

线，说明该螺钉没有突破骶髂关节前方骨质；G～I：再将螺钉规划长度调整至骶骨翼一骶孔区域，此时侧位相显示所规划螺钉没有突破骶骨

翼斜坡线(sAs线)，说明该螺钉没有突破骶骨该区域的前方骨质；J—L：规划骶2骶髂螺钉路径；规划后的适合水平走行的骶2骶髂螺钉在

侧位相上显示其位于“安全区”内

图3术中x线平片：A、B：使用改良规划法一次性置入骶1骶髂螺钉导针并置人骶l骶髂螺钉以复位和固定右侧骶髂关，使用改良规划法

一次性置人骶2骶髂螺钉导针；c、D：置人骶2骶髂螺钉以进一步稳定右侧骶髂关节，拔除导针；E：最终c臂透视侧位相显示骶髂螺钉完全

按规划走行

图4术后CT平扫：术后CT证实，骶1和骶2骶髂螺钉位置满

意，均全程位于骨性安全区内走行，A为S。骶髂螺钉水平扫；B

为S：骶髂螺钉水平扫

术前8分，术后1周0分。患者术后第2天开始坐

卧交替活动，术后2周下地患肢不负重功能活动，术

后8周患肢部分负重功能锻炼，术后12周恢复日常
行走。

讨 论

虽然机器人的辅助使得骶髂螺钉能够“稳定而

准确地”按照术者的计划精准置人，但仍然存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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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置钉的情况。我们发现，较为多见的置钉错误表

现为螺钉于骶髂关节前方和骶骨翼斜坡处切出并最

终回到骶骨体的“in-out—in”现象，从而有导致腰骶

干损伤的高风险。这与手术医生认知欠缺、骨盆后

环解剖变异、手术操作的错误简化均关系密切。术

者在机器人辅助手术中的主导作用不容替代。换言

之，出现错误置钉的原因并不来自机器人，而是机器

人的指挥官——术者。因此，除了丰富和细化骨盆

局部解剖知识、谨慎进行术前准备之外，如何充分利

用机器人的智能化和“指哪打哪”的三维定位精准

性，准确而充分地进行术中规划便成为“重中之

重”，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机器人的优势，提高手术

效率和精准度。笔者在机器人辅助手术的临床实践

中，对导针置人前的路径规划方法进行了改良，借助

机器人的“智能”特征避免螺钉置人错误，取得了良

好的临床疗效。

常规的机器人辅助下骶髂螺钉置人术通过采集

标准的人口位和出口位相进行螺钉路径规划，在置

人导针的过程中透视标准侧位相，以验证导针轨迹

的正确性。此时如果发现导针的轨迹不满意，就必

须退出导针、拔出套管并重新进行置钉规划。这势

必会延长手术时间，并造成了因透视次数增多和反

复置针而导致的医源性损伤，进而有再度出现导针

位置错误而需调整的风险，并容易出现反复穿针而

引发的导针“走原道”现象。

笔者对置钉规划的改良增加了路径规划前的侧

位相采集，利用机器人的智能性，在人口位和出口位

相分别设定了螺钉轨迹之后，此时该螺钉在侧位相

上的虚拟轨迹便会自动显示出来，通过对侧位相上

螺钉虚拟路径的“动态”研判，确定螺钉轨迹是否满

意，并进行可能需要的调整，从而做到一次性地成功

规划和置钉。该方法广泛适用于水平和斜向两种骶

髂螺钉的置人。

若为水平置钉，通过定位用侧位相可直接明确

其是否位于ICD线、SAS线、骶骨椎体前缘线、骶神

经根管的前缘线所构成的“安全区”内；若为斜向置

钉，在侧位相无法明确该全长螺钉轨迹是否完全位

于安全范围时，可先将前述人口位和出口位相的螺

钉规划长度变短至骶髂关节间隙部位，通过此时侧

位观上螺钉是否突破ICD线(代表是否突破骶髂关

节的前方骨质)来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螺钉的规划方

向；安全起见，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将螺钉规划长度

再调整至骶骨I～Ⅱ区，并通过此时所规划螺钉在

侧位相上是否突破SAS线(代表是否突破骶骨I～

Ⅱ区前方骨质)来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螺钉轨迹。

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对所模拟的螺钉轨

迹进行快速的“预先验证”；也就是说，通过导针置

入之后C臂透视完成的验证在导针置入之前便已

完成，理论上还减少了对斜向螺钉置人的验证用c

臂透视次数。

相比常规路径规划，改良法看似多了一点规划

时间，但大大减少了调整C臂进行透视而产生的验

证时间，且精准度高，避免了置钉错误和反复置钉的

风险(反复置针显著延长手术时间和透视次数并易

导致螺钉松动)。我们发现，若首次常规规划准确，

则常规和改良规划没有透视次数和手术时间的显著

差别；但若首次常规路径规划有误时，透视次数和手

术时间便显著增加，从而明显地体现出改良螺钉路

径规划的优势。该方法不需要特殊体位和投照方

法，广泛适用于骶l、骶2两节段的平、斜两向骶髂

螺钉的一次性精准置人，有效避免了螺钉置人中的

“in．out．in”现象，值得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机器人仍无法完成所

有手术操作，术者的主导性仍是手术成功与否的最

重要因素，无论螺钉路径规划手段如何先进，建议务

必注意以下几点，避免错误置钉。第一，骨盆后环解

剖结构复杂，变异多，常常成为骶髂螺钉置人的“陷

阱”，后环损伤的存在更是增大了螺钉置入的难度

和风险，故术前必需进行严密的准备，通过对x线

片、二维三维CT检查的仔细判读作出“个体化”的

术前计划和备选方案，尤其必须明确水平和斜向置

钉通道的有无、所属节段、大小、形态、复位后的变

化，以便于术中螺钉轨迹的精确规划。第二，一般来

说，骶1骶髂螺钉可水平或斜向置人，其中斜向置钉

较水平置钉的骨性安全区更为宽大，但无法作为贯

穿骶骨和双侧骶髂关节的加长骶髂螺钉使用旧J叫；

骶2骶髂螺钉更适合水平置人口。0I；骶1明显变异

时，更加适合骶2置钉⋯。2I。第三，骶1骶2骶髂螺

钉具有各自力学特征，二者结合更具生物力学优

势。1‘8J，但切忌为了一味追求双节段多螺钉的联合固

定，而忽略了置钉的解剖学基础，放弃了最为重要的

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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