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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TiRobot机器人辅助经皮空心螺钉
内固定治疗髋臼前柱骨折的疗效

赵国辉　 朱礼明　 刘华水　 张朕　 王学光

【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 TiRobot机器人辅助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髋臼前柱骨折的疗效。 方

法　 回顾分析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创伤骨科采用 TiRobot机器人辅助经

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的 9 例髋臼前柱骨折患者的病历资料。 受伤至手术时间 4 ~ 10 h。 观察并记录

术中 X线透视时间及次数、螺钉置入时间及位置、手术时间、切口长度、出血量、骨折愈合时间等,并采用

Majeed评分标准评估术后功能。 结果　 9 例患者共置入 10 枚髋臼前柱经皮空心螺钉,其中 1 例为双侧

髋臼前柱骨折,其余 8 例为单侧髋臼前柱骨折。 平均手术时间 65 min,平均透视次数 12 次,手术切口平

均 1. 5 cm,平均术中出血量 25 ml。 置入的螺钉位置均满意,无穿出骨皮质。 伤口均获得Ⅰ期愈合,未出

现医源性血管、神经及脏器损伤。 术后随访 5(3 ~ 6)个月,无骨折延迟愈合或畸形愈合。 末次随访时,
优 7 例,良 2 例。 结论　 应用 TiRobot机器人辅助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髋臼前柱骨折的手术精确性

高、安全性好,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微创、对患者及医务人员放射性损害小、术后功能康复早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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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acetabular anterior
column fracture by orthopedic surgery robot assisted percutaneous hollow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 patients with acetabular anterior column fracture were treated by TiRbot
system assisted percutaneous hollow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raumatology,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an between December 2016 and October 2017. The time from injury to operation time
was 4-10 hours. The time of X-ray perspective and the number of fluoroscopy, the time of screw insertion, the
position of the screw, the time of operation and the length of the incision were recorded. The postoperative
function was performed by Majeed score system. Results 　 A total of 10 percutaneous hollow screws were
inserted into the anterior pillar of the acetabular column in 9 patients. One patient had bilateral acetabular
anterior column fractures and the remaining 8 patients had unilateral acetabular anterior column fractures. The
average operation time was 65 min, the average X-ray number was 12 times, the average length of incision was
1. 5 cm, and the average blood loss was 25 ml. All screws were inserted in the accurate site, and there was no
screw penetrated through bone cortex. All wounds were primary healing. There was no iatrogenic injury on
blood vessels, nerves and organs occurred. During the followed-up of 3-6 months (average 5 months), delayed
union or malunion was not observed. At the final followed-up, 7 cases were excellent and 2 cases were good.
Conclusion　 TiRobot system assisted percutaneous hollow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acetabular
anterior column fracture is accurate and safe.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short operative time, small trauma, low
radiation damage to patients and medical staff, and early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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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髋臼骨折多为高能量损伤所致,常合并脏

器损伤或大出血,病死率、感染率及致残率均较高,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1]。 单纯髋臼前柱骨折

在临床上较少见,占髋臼骨折的 4% ~ 5% 。 对于无

移位或移位较小且容易复位、手术部位条件差、基础

疾病多且累及髋臼前柱的骨折病例,多采用经皮前

柱螺钉内固定手术治疗,既可以防止骨折移位,获得

坚强内固定,又利于患者早期活动,预防相关并发

症,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2]。 传统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不仅易影响骨折端血运,而且易损伤神经和

血管,甚至导致异位骨化,进而增加患者的康复时间

和治疗费用[3-5]。 经皮螺钉内固定术操作困难,学
习曲线较长,存在螺钉穿出骨皮质或误入髋关节损

伤神经和血管的风险。 因此,骨科医生一直在探索

一种既能对骨折进行精确复位并固定,又能最大限

度地减少患者医源性损伤的新技术。 近年来,骨科

手术机器人的功能逐渐趋于完善,计算机导航或机

器人辅助微创内固定术在骨科中的应用也日益广

泛,由于其具有手术时间短、放射线损害少等优势,
被越来越多的骨科医生所接受并在临床中广泛应

用[6-8]。 应用国产第三代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

TiRobot系统,是在髋臼前柱骨折患者入院之后首先

完善相关检查,确定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情况下,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手术治疗,以减轻患者的

痛苦,使患者尽早活动,提高术后的生活质量。 本研

究旨探讨应用 TiRobot 机器人辅助经皮空心螺钉内

固定治疗髋臼前柱骨折的疗效。

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

1.纳入与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闭合性髋

臼前柱骨折,皮肤条件完好;②无手术治疗禁忌证和

相对禁忌证,自愿接受经皮拉力螺钉内固定治疗;
③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
存在经皮拉力螺钉治疗禁忌证,如开放性骨盆髋臼

骨折、进钉点皮肤条件差、进钉点周围骨折、严重骨

质疏松、移位明显、固定前不能获得良好复位。
2.病例来源：回顾分析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0 月在济南市第三人民医院创伤骨科采用 TiRobot
机器人辅助经皮空心螺钉内固定治疗的 9 例髋臼前

柱骨折患者的病历资料。 其中,男 6 例,女 3 例;年
龄 39. 3(27 ~ 75)岁。 致伤原因：交通事故伤 5 例,
高空坠落伤 3 例,重物砸伤 1 例。 无其他并发症。

根据 AO分型,均为 62-A3 型。
二、方法

1.术前评估：患者入院后监测生命体征,建立静

脉通道、导尿,积极补液、扩容治疗,必要时予以输

血。 所有患者常规摄 X 线片及 CT 扫描,并进行三

维重建。 受伤至手术时间 4 ~ 10 h,患者血流动力学

稳定,术前评估满意,均尽早手术。
2.手术设备及器械：第三代天玑骨科手术机器

人 TiRobot系统(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包括多自由度机械臂、空间标定组件、手
术计划控制软件、光学跟踪系统、主控台车和配套工

具。 “C”型臂 X线机(西门子公司,德国)。 直径为

7. 3 mm的空心钉(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
国)。
3.手术方法：采用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患者取仰

卧位。 手术床高度调整至合适“C”型臂活动范围的

最佳位置。 在牢靠摆位的前提下,保证机械臂导向

器空间足够。 常规消毒铺巾,将机器人机械臂罩上

无菌套移动并固定至手术床旁,确保机器人机械臂

可达到手术部位,光学跟踪系统置于床尾无菌区外。
“C”型臂 X线机置于术者对侧,将患者示踪器固定

于健侧髂前上棘骨质中。 应用“C”型臂 X线机获取

有机器人定位标记点的术中透视影像,并将其传输

至主控工作站软件进行运算。 连接机器人系统各部

电源线、机械臂 -主控台车数据线,以及主控台车 -
“C”型臂 X 线机 DICOM 网线。 接通电源,启动系

统。 进入主控软件系统,测试系统连接是否正常,输
入患者信息。 将患者示踪器安装在左侧(健侧)髂
前上棘,罩机器人机械臂无菌套,安装导向器基座,
并完成“C”型臂 X 线机位置摆放,尽量满足术中足

够活动空间。 安装机械臂标记点标尺。 “C”型臂 X
线机摆放至定位图像采集位置。 术者拖持机器人机

械臂,使标记点小矩阵一面尽可能与“C”型臂 X 线

机影像增强器平行。 采集骨盆患侧闭孔出口位、骨
盆入口位、骨盆正位 3 幅图像,确保标记点全部位于

手术骨质周围并清晰可见。 利用软件自动标示标记

点,术者可手动调节,验证位置是否合适。 经主机运

算后,系统自动生成标示线,术者根据患者的前柱解

剖特点及骨折类型规划置钉通道,对应 3 个图像中

的空间位置,系统自动测算螺钉长度为术者置钉提

供参考。 卸掉标尺,安装导向器。 术者将机械臂摆

放至预定位置或通过计算机运行至预置钉状态,系
统通过运动模拟确认机械臂目标位置准确无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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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机械臂运行到位,软件中显示路径将与规划位置

重合。 如误差较大,可微调,将误差控制在可接受范

围内。 安装套筒,置入空心钉导针,透视验证导针位

置。 将套筒插入导向器中,在与皮肤接触的位置用

尖刀作 1 ~ 2 cm切口,钝性分离皮下组织、筋膜及肌

肉,将导针套筒置入组织中直至尖端抵紧髂骨外板

即入钉点骨面,防止滑动。 将 2. 8 mm 导针插入套

筒,术者计算电钻打入深度。 透视验证导针位置,将
验证透视图像导入软件,通过虚拟识别线比较规划

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偏差。 移除机器人系统,置入空

心螺钉。 退出机械臂,卸除套筒,空心钻扩孔,根据

导针进入深度测量置钉长度,沿导针拧入 1 枚直径

7. 3 mm、长度 130 mm 的空心螺钉。 螺钉置入后再

次透视闭孔出口位、骨盆入口位、骨盆正位验证。 取

出导针,闭合皮下组织及皮肤。 对于复位不满意且

移位的骨折,手法复位重叠移位骨折;对于不能纠

正满意的旋转移位骨折,利用通道螺钉技术,空心

钉沿导针到达骨折端,拔出导针,预弯,导针纠正

远端骨折移位,空心钉固定。 透视验证置钉位置

满意,术毕。
4.术后康复及随访：术后即刻指导患者对患肢

进行功能锻炼,以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在床上

练习双下肢、髋关节、膝关节主动或被动屈伸运动。
摄闭孔出口位、骨盆入口位、骨盆正位 X 线片及 CT
平扫确认固定是否牢靠。 术后 4 周可拄双拐下地不

完全负重活动,6 ~ 8 周保护性部分负重活动,10 ~
12 周完全负重活动。 嘱患者每个月门诊复查闭孔

出口位、骨盆入口位、骨盆正位 X 线片,直至骨折愈

合。 观察切口愈合情况、内固是否松动、骨折愈合情

况以及有无神经血管损伤等。 末次随访时,采用

Majeed评分标准评估术后功能[9]。

结　 　 果

9 例患者共置入 10 枚髋臼前柱经皮空心螺钉,
其中 1 例为双侧髋臼前柱骨折,其余 8 例为单侧髋

臼前柱骨折。 手术时间 65(50 ~ 120)min,手术切口

2 ~ 3 个,手术切口长度平均 1. 5 cm,术中出血量

25(5 ~ 60)ml,术中透视次数 12(9 ~ 27)次。 患者麻

醉苏醒后无神经损伤症状。 术后闭孔出口位、骨盆

入口位、骨盆正位 X 线示骨折对位良好,内固定位

置良好。 术后 CT 扫描示复位良好,空心钉位置满

意,均未穿出骨皮质或进入髋关节内。 本组患者切

口均获得Ⅰ期愈合,未出现医源性血管、神经及脏器

损伤,泌尿及生殖系统损伤,骨折移位,空心螺钉松

动及断裂,感染及坏死等现象。 9 例患者均获门诊

随访,随访时间 5(3 ~ 6)个月。 所有患者术后 3 个

月内骨折均愈合,无畸形愈合。 末次随访时,优
7 例,良 2 例。

典型病例：患者男,56 岁,因“交通事故伤致右髋

部疼痛、活动受限 2 h”收入院。 术前 X 线示右髋臼

前柱骨折。 应用 TiRobot机器人微创经皮拉力螺钉内

固定术治疗。 术后 X线示右侧髋臼前柱骨折端对位

对线好,螺钉位置正常。 术后 CT 示骨折断端对位良

好,内固定螺钉未穿出皮质或进入髋关节内,术后进

行 CT重建。 术后 3 d,骨盆挤压分离试验转为阴性。
术后 3个月,患者恢复正常生活(图 1)。

讨　 　 论

微创经皮螺钉内固定治疗髋臼前柱骨折对于髋

臼前柱螺钉内固定的生物力学稳定性等同于传统切

开复位内固定[10-12]。 与传统切开复位内固定相比,
微创经皮螺钉内固定具有以下优势：(1)切口小、出
血量少、手术时间短;(2)不剥离骨折端周围的软组

织,保护骨折端血运,利于骨折愈合,康复时间短;
(3)较稳定,可早期进行功能锻炼;(4)并发症少,康
复快。 髋臼前柱解剖结构复杂,使得髋臼前柱螺钉

的“安全通道”十分狭窄,钉道通过髂前下棘与髂耻

隆起移行区及闭孔沟处的 2 个“前柱薄弱区”,向内

上易进入骨盆损伤血管、神经,向外易进入关节损伤

关节软骨及股骨头[13-15]。 目前,关于髋臼前柱螺钉

入点、角度、直径及长度的研究多基于标本或影像学

检查[16-19]。 临床上为了提供足够的刚性和稳定性,
选择的螺钉直径应尽量长。 若螺钉直径较短,在置

入后易发生弯曲导致复位丢失。 但由于狭窄且不规

则髋臼前柱的限制,螺钉直径越大就意味着其穿出

骨皮质损伤神经血管的风险越高,故目前对于髋臼

前柱螺钉直径的选择尚存有争议。 Puchwein 等[20]

借助三维成像技术及 MIMICS 软件测得前柱拉力螺

钉长度为 107 ~ 148 mm,前柱最狭窄处宽(9. 2 ±
2. 4)mm。 因此,本研究选用直径为 7. 3 mm 的半螺

纹空心拉力螺钉。
近年来,计算机辅助导航及医用机器人辅助在

骨科手术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具有定位精准、微创、
减少放射线的暴露时间、降低神经血管医源性损伤

的风险以及骨折复位固定效果满意等优势[21]。 目

前,透视导航技术在创伤骨科手术治疗中仍处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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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者男,56 岁,交通事故伤致右髋部疼痛,活动受限 2 h,应用 TiRobot机器人微创经皮拉力螺钉内固定术治疗　 A 术前 X线示右髋臼前

柱骨折　 B 术后 X线示右侧髋臼前柱骨折端对位对线好,螺钉位置正常　 C,D 术后 CT 示骨折断端对位良好,内固定螺钉未穿出皮质或进入

髋关节内

始阶段,仍存在术中参考架松动、患者身体位移、克
氏针发生形变等问题[22]。 在“C”型臂透视下,因术

者手术经验的差异及周围软组织对导针套管的挤压

导致很难把握入钉点的精确位置,加之在置钉过程

中反复钻孔定位入钉点,会造成入钉点周围骨质的

破坏,术后负重可导致螺钉尾帽周围骨质支撑力不

足引发螺钉移位或变形。 在置钉过程中,术者需反

复调整“C”型臂透视,通过多个角度来确定螺钉走

形与耻骨边缘的位置关系,导致术者及患者辐射暴

露时间增加,手术时间延长。 这些不利因素最终导

致螺钉置钉错位率、术后螺钉继发移位率、神经血管

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以及医源性损伤发生率均较

高[23-25]。 而使用机器人系统辅助手术减少了导针调

整的次数和放射性损害,使得传统的手术方式变得

简单、快捷和安全。
导航技术由二维到三维的发展显著提高了螺钉

置钉的精确度[26]。 三维“C”型臂导航技术扫描范围

窄(扫描范围 12. 5 cm3)且对单一部位需进行反复多

次扫描,增加了患者辐射暴露时间,延长了手术时间。
应用三维导航技术治疗的患者辐射剂量明显高于其

他透视技术,平均辐射剂量达 2 710 mRem[27]。 现有

的导航系统无论是光电还是电磁导航系统均需人为

操作,而人手弹性操作的不稳定性可能会造成手术操

作的偏差,导致置钉出现误差,甚至出现相关并发症。
机器人系统由于使用机械臂辅助为螺钉置入提供稳

定的刚性通道,提高了手术精度和安全性。 据报道,
在透视辅助下经皮置入 1 枚前柱螺钉需平均透视

62次[28-29]。 而本研究术中的平均透视次数为 12 次,
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既缩短了手术时间又减少了放射

性损害。 随着骨科领域微侵袭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医

疗技术设备的不断创新和完善,骨科手术将向着安

全、精确定位、创伤最小化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使用的 TiRobot 骨科手术机器人运用了

自主研发的双平面定位原理,采用一种独特的双平

面的定位算法来计算完成空间定位及一种模块化的

框架式机器人来完成路径导航,具有实时校正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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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质内位置偏移的能力[30-32]。 该系统不仅克服了

传统二维导航系统无法在进针过程中实时观察螺钉

在耻骨骨质内的位置变化的缺陷,而且可通过自动

的反馈补偿操作更正路径偏差,并通过光学跟踪系

统实时跟踪术中手术路径和术中螺钉位置的变化,
以提示术者作出调整,提高了置钉的精确性。 同时,
该系统的 6 个灵活度高的稳定性机械臂使得术中规

划螺钉位置与术后实际植入螺钉位置的偏移减少,
从而减少了人为因素在置钉过程中干扰所致的螺钉

置入错位,提高了置钉过程中的稳定性。 本组患者

术中及术后影像学检查均未出现螺钉位置继发移

位,所有螺钉均位于耻骨安全通道内,固定效果确切

可靠。
本组患者为闭合性非移位性骨折或者已复位的

移位骨折,适用于采用经皮微创固定手术。 机器人

辅助经皮骶髂螺钉内固定手术均严格按照规范的使

用流程操作。 术中操作步骤按照操作说明进行,包
括机器人摆位、手术工具安装、图像采集、路径规划

及螺钉置入等。 在操作过程需注以下事项：(1)在机

器人摆位时,合理布置机器人机械臂执行机构、主控

系统及光学跟踪系统的位置,既能满足机器人进行

手术操作的需要又能满足术者进行术中操作的需

要。 (2)确保末端配套手术工具安装到位,以保证后

续手术操作的顺利进行。 (3)患者示踪器的安装要

牢固,避免触碰光学跟踪小球,以免降低系统的精

度。 (4)在置钉前需安装导向套筒,避免因用力过猛

破坏预先规划好的手术路径。 若操作出现失误,随
即进行调整或重新安装。 (5)术中置入导针时,避免

因用力过猛损坏导针,使得导针弯曲偏离正确的轨

道,降低置入的精确性。 (6)操作者需熟悉机器人系

统的操作技术,并具备丰富的手术经验,确保透视定

位准确,以增加手术的流畅性、安全性。
由于机器人技术学习曲线长,手术设备价格昂

贵,因此在临床上难以普及。 但好在前柱骨折的发

病率不高,可采用闭合复位,经皮微创固定的病例有

限。 本研究纳入的病例数较少,且是短期效果评价,
今后将追踪随访随机、前瞻、对照的长期结果,以发

现潜在的风险和损害。
综上所述,应用 TiRobot机器人辅助经皮空心螺

钉内固定治疗髋臼前柱骨折的手术精确性高、安全

性好,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微创、对患者及医务人员

放射性损害小、术后功能康复早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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