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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在 ３Ｄ 打印技术辅助下行前交叉韧带（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ＡＣＬ）重建与传统治疗方案在手
术时间、股骨骨隧道长度、术后近期疗效的差异。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收治的 ＡＣＬ 断裂患者 ３０ 例，

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１５ 例，观察组予以关节镜下 ３Ｄ 导板辅助 ＡＣＬ 重建手术治疗，另外一组为对照组（ 传统重建组），
两组均采用单束重建，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股骨骨隧道长度及术后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 术后疗效评价）。
结果

全部患者均随访 ３ 个月以上，观察组手术时间（４６ ３±１２ ２） ｍｉｎ，股骨骨隧道长度（４２ ４７±３ ２４８） ｍｍ，术后 ３

个月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９５ ３５±５ ０５）分；对照组手术时间（６１ ５±２０ ２） ｍｉｎ，股骨骨隧道长度（４２ ６７±５ ６７８） ｍｍ，
观察组骨隧道较对照组集中。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８８ １８±９ ８０） 分；其中观察组的手术时间和术后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
评分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而平均住院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结论
叉韧带重建手术时间更短，术后膝关节 Ｌｙｓｈｏｌｍ 评分更优，股骨骨隧道长度更稳定可控。

３Ｄ 导板辅助下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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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进步、群众性体育运
动的普及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膝关节运动性损

组） ，同时设立对照组为传统重建组 １５ 例，见表 １，
均采用单束重建，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时间、股

伤和交通意外伤害也日益增多，前交叉韧带断裂的

骨骨隧道长度及术后采用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评价

患者越来越多见。 前交叉韧带是控制膝关节前后向

其疗效。

稳定性和旋转稳定性的重要结构，一旦断裂，将严重
Ｔａｂ．１

影响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运动功能，进而导致关节软
骨和半月板的继发损伤 ［１］ 。 关节镜下 ＡＣＬ 解剖重

参数

建手术的难点为股骨隧道定位的精确性。 目前常见
的有以下几种。 （ １） “ 钟表面” 定位法 ［２］ 应用最广

男／ 女

不准；（２） 住院医师嵴标志定位法 ［３］ ，此方法可获得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

泛，但易受关节镜视野及膝关节体位影响，导致定位
较为准确的解剖位置，但部分患者解剖标志不清，从
而无法参照；（３） 辅助术前影像资料定位法存在投
照体位、伪影干扰

Ｐ

１０ ／ ５

９／ ６

χ ２ ＝ ０ １４４

０ ７０５

２５ ９±４ ２

ｔ ＝ －０ ９９２

０ ３３

３１±６ ３６

２４ ５±３ ５

３０±７ ８３

ｔ ＝ ０ ３８４

０ ７０４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由同一组医师手术。 观察组： 通过

道定位（ 图 １Ａ） ，根据解剖标志即住院医师嵴进行

其准确度。 故目前临床仍无比较准确的股骨骨隧道
定位方法。 通过 Ｍｉｍｉｃｓ 图像处理软件可以设计合
理的股骨骨隧道位点，并设计导板以辅助钻孔，３Ｄ
打印可以精确的打印出患者股骨实体模型和预设计
的导板，具有准确、直观、可重复操作的优势

［６］

，关

于其应用于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在国内文献报道较
少，仅有文献报道了尸体研究及胫骨骨隧道的应用
研究

χ２ ／ ｔ

，但该方法为静态研究，术中关

节角度改变及关节腔肿胀后易引起失真，从而影响

［７⁃８］

对照组
（ ｎ ＝ １５）

术前 ＣＴ 扫描医学数字成像文件进行 Ｍｉｍｉｃｓ 图像

现实（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Ｒ） 导航技术辅助前交叉
韧带股骨端定位

１．２

观察组
（ ｎ ＝ １５）

。 最近有学者提出了应用增强

［４］

［５］

年龄 ／ 岁

表 １ 一般资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 本研究希望通过 Ｍｉｍｉｃｓ 图像处理软件及

３Ｄ 打印的技术优势解决膝关节镜下前交叉韧带重

重建，同时在软件上进行股骨外侧髁内侧面的骨隧
定位，如显示不清则根据钟表面定位（ 右侧 １０ 点，左
侧 ２ 点） ，同时设计导板及导孔方向，兼顾实体操作
时的操作空间，控制股骨骨隧道长度在 ４０ ｍｍ 左
右，重建模型由 ３Ｄ 打印机器打印（ ＥＯＳ Ｐ１１０） ，术前
通过打印模型直视下进行前交叉韧带股骨止点定
位，使用导板进行二次定位，并适当调整位置及角度
并记录，进行模拟手术（ 图 １Ｂ） ，在实体手术时通过
打印模型的定位点进行关节镜下第三次定位（ 解剖
单束重建，图 １Ｃ ～ Ｆ） 。 对照组： 术中根据前交叉韧
带止点残端判断股骨止点，胫骨骨隧道止点定位参

建股骨骨隧道精确定位的难题。

照前交叉韧带胫骨解剖止点定位，肌腱均采用患侧

１

膝关节腘绳肌腱 ２ 根 ４ 股单束固定，固定方式为股

１．１

资料与方法

骨侧纽扣钢板胫骨侧挤压行固定，产品购自美国施

临床资料

乐辉医院产品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选取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关节外科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６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收治的外伤导致的 ＡＣＬ 断裂患
者 ３０ 例，随机分成两组（ 每组 １５ 例） ，予以关节镜下
ＡＣＬ 重建手术治疗，分为 ３Ｄ 导板辅助重建组（ 观察

术后康复及随访
两组患者术后常规采用可调式下肢支具伸直位

固定，术后即开始进行股四头肌功能锻炼，并使用低
分子肝素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术后即复查膝关节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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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Ｔ，ＭＲＩ（ 图 ２Ａ、Ｂ） ，通过 ＣＴ 三维重建测量股骨骨

２．２

于术后 ６ 周时将支具角度调整至最大，主动屈伸活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及术后 ３ 个月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

间，３ 个月后完全负重。 术后 ３ 个月对全部患者进

节评分较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见

隧道（ 图 ２Ｃ） ，膝关节支具活动范围每周增加 １５°，
动锻炼，患肢开始逐渐负重并增加活动量及活动时
行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效果评价
对比两 组 平 均 手 术 时 间、 平 均 住 院 日、 术 前

评分，观察组的平均手术时间及术后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
表 ２，其中观察组术后膝关节的不安定度、闭锁感、
楼梯攀爬、使用支撑物方面较术前有显著改变（ Ｐ ＜

０ ０５） ，见表 ３，观察组股骨骨隧道长度较对照组集

中，离散程度更低，见表 ４。

表 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ｔａｙ， ａｎｄ
Ｌｙｓｈｏｌｍ ｋｎｅ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ｃｏ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组别
手术时间 ／ ｍｉｎ

肿胀度

图 ２ 重建完成后关节镜下及影像观察
Ｆｉｇ．２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楼梯攀爬

Ｔａｂ．４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一般资料及术后并发症分析
两组性别、年龄、ＢＭＩ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 两组病例均无感染、深静脉血栓事件，无内

植物松动及移位。
· ９２·

８８ １８±９ ８０

４ ０９２

＜０ ０５

观察组（ ｎ ＝ １５）
对照组（ ｎ ＝ １５）

讨

２２ ６７±２ ４９

０ ００４ ６

＞０ ０５

２ ０８７

＜０ ０５

２２ ７３±２ ５７
１５ ００±０

５ ７３±１ ７７

８ ４０±１ ９６

１ ８７±０ ５

９ ４７±１ ３６

４ ４７±０ ８８
４ ２０±０ ４

４ ６０±１ ０２

１ ６３２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１ ２
１ ０７６

０ ０１４ ２
５ １０８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表 ４ 观察组与对照组骨隧道长度分布趋势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ｂｏｎ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组别

３

１９ ３３±２ ４９

１ ９３±１ ０６

使用支撑物

（ 性别） 采用 χ ２ 检验，计量资料（ 年龄、ＢＭＩ、平均手

２．１

＞０ ０５

＞０ ０５

Ｐ

３ ４７±０ ８８

蹲姿

统计学处理

果

２ ９０７

ｔ

３ ２７±０ ６８

跛行

Ａ： 单束重建完成的前交叉韧带；Ｂ： 术后复查 ＭＲＩ 提示韧带重
建位置良好，无撞击及垂直韧带；Ｃ： 术后 ＣＴ 三维重建测量股骨
骨隧道

结

＜０ ０５

０ ８９３

术后
（ ｎ ＝ １５）

９ ４７±１ ５４

闭锁感

２

５ ３２６

术前
（ ｎ ＝ １５）
５ ００±１ ２５

不安定度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４ ６±１ ７

Ｐ

表 ３ 观察组术前与术后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分项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ｙｓｈｏｌｍ ｋｎｅｅ ｊｏｉｎ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疼痛

术时间、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股骨骨隧道长度） 采

６１ ５±２０ ２

９５ ３５±５ ０５

术后评分

参数

１．４

４６ ３±１２ ２

ｔ

４８ ２２±１２ ３５ ４９ ８７±１８ ２３

术前评分

Ａ： 在软件上进行股骨骨隧道定位并设计导板；Ｂ： 使用 ３Ｄ 导板
在模型上行进行预手术；Ｃ： 镜下发现前交叉韧带股骨止点撕脱；
Ｄ： 使用导板进行前交叉韧带股骨止点定位；Ｅ： 电钻经导板导孔
定位、初步确定骨隧道长度及方向；Ｆ： 经导板定位后的股骨骨隧
道开口，位置理想

对照组
（ ｎ ＝ １５）

４ ５±１ ２

住院时间 ／ ｄ

图 １ ３Ｄ 打印导板的使用步骤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ｏｆ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ｓ

观察组
（ ｎ ＝ １５）

股骨骨隧道
长度 ／ ｍｍ

最大值 ／ ｍｍ

最小值 ／ ｍｍ

４２ ４７±３ ２４８

４９

３８

４２ ６７±５ ６７８

５２

３５

论

在运动损伤中，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是常见

的膝关节损伤 ［９］ ，对于年龄较大、损伤后膝关节运
动功能仍较好的女性患者，国外有学者建议非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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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３Ｄ 打印导板在关节镜下膝前交叉韧带重建中的临床应用

治疗［１０］ ，而对于年轻且有运动需求的患者而言，其完

创伤更大，故本研究未进行前交叉韧带撞击的相关试

。 近 １０ 年来关

验。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关节肿胀也是影响

节镜下重建已为国内外普遍接受。 但是 ＡＣＬ 重建仍

其功能恢复的重要因素。 除去前交叉韧带重建位置

有 ７％ ～ １０％的失败率

。 对于初学膝关节镜术者而

不良因素外，手术时间亦是影响关节镜术后肿胀的重

言，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往往面临韧带股骨止点定位

要因素。 初学者在股骨外髁内侧壁定位时往往花费

、股骨外侧髁后壁骨折、骨隧道长度过长或过

大量时间，而反复的定位则易导致软骨损伤，亦可导

短等术中难题，而非解剖重建的韧带则导致术后关节

致关节肿胀。 本研究设计了辅助前交叉韧带股骨止

失稳手术失败的结局。 前交叉韧带重建的目的是恢

点的定位导板，利用导板远端的倒钩样突起，扣住髁

复患者膝关节稳定性，而其是否重建在准确的解剖位

间窝的外侧后壁，且在导板上设计了其骨隧道走形方

全损伤后往往需要进行手术修复

不准

［１３］

［１２］

［１１］

置则尤为重要。 随着对 ＡＣＬ 解剖的进一步研究，普
遍研究认为非解剖位置的重建是 ＡＣＬ 重建术后失败

向的导向孔，在术前即通过 ３Ｄ 打印模型进行预实验，
确认及获取导板的最佳放置位置，在关节镜下的实体

。 关节镜下 ＡＣＬ 解剖重建手术

手术中，只需根据预实验的放置位置，即可快速的定

的难点为股骨隧道定位的精确性。 临床上缺乏对于

位前交叉韧带股骨止点即骨隧道，从而缩短手术时

前交叉韧带股骨止点准确定位的方法，传统的定位方

间、减少软骨损伤以减少导致术后关节肿胀的可能因

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均虽简便易行

［１４］

［２⁃４］

，但仍存在一些缺陷。

素。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镜下可操作空间限制，存在

随着 ３Ｄ 打印技术的推广，目前该技术已应用

电钻方向与导板导孔方向不一致的情况，此时不可盲

。

时产生过多的 ３Ｄ 打印材料碎屑引起炎症及术后排斥

，其方法为通过健侧膝关节

合适的方向进行操作，或仅进行股骨止点定位而不进

核磁进行图像定位股骨骨隧道，设计股骨定位工具，

行骨隧道成形，定位后移除导板，再根据预估大致方

非患侧关节，存在一定失真及应用限制，且不能进行

向进行骨隧道成形。 成人膝关节存在个体差异，而股

相关的模拟实验。 国内有学者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骨 ｅｎｄｏｂｕｔｔｏｎ 长度可调性较小，国内研究［２２］ 认为采

通过 图 像 模 拟 重 建 后 设 计 导 板， 再 应 用 于 手 术

用自体肌腱重建 ＡＣＬ 时，骨隧道内放入肌腱的长度

。 骨科方面，３Ｄ 打印技术

目或暴力开孔，以免发生导板或电钻断裂，以及钻孔

国外已有应用 ３Ｄ 打印技术辅助前交叉韧带股骨止

反应。 如发生此种情况，笔者建议增加辅助切口找到

于医疗的各个方面

［１５⁃１６］

在关节置换、脊柱肿瘤手术等已有大量报道
点骨隧道的相关研究

［２０］

［１７⁃１９］

，但该导板为股骨胫骨一体化导板，灵活性降

并不是越长越好，而是有一个最佳长度 １７ ｍｍ，故行

３Ｄ 打印技术术前打印患者仿真膝关节模型，可在膝

长度，本研究发现通过 ３Ｄ 打印导板辅助下获得的股

而有望达到“ 精准” 的要求。 通过 Ｍｉｍｉｃｓ 软件设计

本研究未将股骨骨隧道内侧开口纳入研究，认

股骨骨隧道长度及骨隧道出入点，辅以导板定位股

为在关节镜观察下，无论应用导板与否，均应最终获

骨外侧髁内侧壁，可以获得较为精确的股骨骨隧道

得一个满意的开口，两组之间的区别只是时间问题，

位置及长度，从而满足腱骨愈合要求，避免因韧带位

观察组可以通过更少的时间获得满意的开口。 虽然

中

［２１］

低，且无实体模型预实验的验证优势。 本研究通过
关节模型上直视下定位且进行手术操作及检验，从

置不佳引起的膝关节屈伸时韧带受力不均导致的韧
带断裂以及髁间窝撞击引起的韧带断裂。 本研究中
观察组的骨隧道长度比对照组的离散趋势小，这说
明术前的辅助设计及导板的定位发挥了作用。 前交
叉韧带重建术后髁间窝撞击常常导致远期韧带断

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时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骨隧道
骨骨隧道长度较为恒定，离散趋势较小。

本研究中 ３Ｄ 导板应用于前交叉韧带的解剖单束重
建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对于有经验的关节镜医生而
言，单束重建已经可以比较准确的重建于解剖位置，
使用 ３Ｄ 打印技术可能非必要且增加手术成本。 国
内学者 ［２３］ 通过动态 ＣＴ 观察发现解剖位单束重建

裂，撞击与患者本身的髁间窝形态相关。 通过 ３Ｄ

的韧带不等长，韧带长度在膝关节完全伸直时最长，

仿真韧带限制，以及关节镜术中如发生撞击可以还

伸长，故单束重建仍未能完全的恢复前交叉韧带的

模型可以动态观察韧带重建后的撞击情况，但因受
通过髁间窝成形解决，而调整韧带位置反而使手术

在屈曲 ０° ～ ９０°时韧带逐渐缩短，９０° ～ １２０°时又有所
生物功能，而双束重建存在难度大、操作复杂的技术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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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３Ｄ 打印技术则可能在双束重建中发挥更有效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ｉｎｊｕｒｙ⁃ｗｈ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影响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疗效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Ｏｓｌｏ ＡＣＬ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 Ｏｒｔｈｏｐ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８， ６ （ ５ ） ：

的医源性因素的关键在于韧带重建的位置及初始稳
定，且前 ３ 个月亦为其关键的康复期，故主要分析了
其前 ３ 个月的 Ｌｙｓｈｏｌｍ 膝关节评分，但影响前交叉

［１１］

韧带术后疗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最终的疗效及

［１］

ＳＶＯＢＯＤＡ Ｓ Ｊ． ＡＣ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ｏｓｔｅｏａｒ⁃

［２］

ＭＵＮＥＴＡ Ｔ， ＳＥＫＩＹＡ Ｉ， ＹＡＧＩＳＨＩＴＡ Ｋ， ｅｔ ａｌ． Ｔｗｏ⁃

ｔｈｒｉｔｉｓ［ Ｊ］ ． Ｃｌ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４，３３（４） ： ６３３ ６４０．

ｂｕｎｄｌ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３］

１９９９，１５（６） ： ６１８ ６２４．

［１２］

［７］

［１３］

［１４］

２００７，２３（１１） ： １２１８ １２２５．

ＫＬＯＳ Ｔ Ｖ， ＨＡＲＭＡＮ Ｍ Ｋ， ＨＡＢＥＴＳ Ｒ Ｊ， ｅｔ ａｌ． Ｌｏ⁃
ｃａｔｉｎｇ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ｇｒａｆｔ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００，１６（５） ： ４９９ ５０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丁国成，刘欣伟，刘松波，等．３Ｄ 打印模型联合 ＡＲ 导
航模拟前交叉韧带股骨端定位点精确度的验证［ Ｊ］ ．
局解手术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７（３） ： １７９ １８２．

罗树林，黄雨亭，戴工华，等．３Ｄ 打印技术在膝前交叉韧
带重建中的应用［Ｊ］．体育科研，２０１９，４０（１）： ８６ ８９．

［１８］
［１９］

ＮＩ Ｊ Ｌ， ＬＩ Ｄ Ｃ， ＭＡＯ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ｂｏｎ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ｒｅ⁃

５４６ ５５６．

陈国立，胡洪新，吴献伟，等．３Ｄ 打印胫骨隧道导航模

［２０］

［２１］

块辅助前交叉韧带重建的临床研究［ Ｊ］ ． 中国临床解
剖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７（１） ： １０２ １０６．

ＧＩＡＮＯＴＴＩ Ｓ Ｍ，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 Ｗ， ＨＵＭＥ Ｐ Ａ， ｅｔ

［２２］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
ｅｒ ｋｎｅ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１０］

ＣＨＡＭＢＡＴ Ｐ， ＧＵＩＥＲ Ｃ， ＳＯＮＮＥＲＹ⁃ＣＯＴＴＥＴ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Ｊ］ ． Ｉｎｔ Ｏｒｔｈｏｐ， ２０１３，３７（２） ： １８１ １８６．

ＦＩＴＨＩＡＮ Ｄ Ｃ， ＰＡＸＴＯＮ Ｅ Ｗ， ＳＴＯＮＥ Ｍ Ｌ，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
［ Ｊ］ ． Ａｍ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 ２００５，３３（３） ： ３３５ ３４６．

ｇｙ： Ａ ｃａｄａｖｅ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Ｊ］ ．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２０１８，３４（２） ：

［９］

２００５，２１（４） ： ４１８ ４２３．

ｏｕｓ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８］

Ｌ，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ｉｎｊｕｒｅｄ ｋｎｅｅ

ｓｏｎ ｏｆ 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Ｊ］ ．

［６］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Ｍ Ｇ， ＥＬＡＴＴＲＡＣＨＥ Ｎ Ｓ， ＳＨＩＥＬＤＳ Ｃ
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ｔｏ ｎｉｎｅ⁃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 Ｊ ］ ．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ｎ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

［５］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 ２０１８，２６（８） ： ２４０１ ２４０９．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 Ｍ， ＥＫＤＡＨＬ Ｍ， ＳＨＥＮ Ｗ， ｅｔ ａｌ． Ｏｓｓｅ⁃
ｃｒｕｃｉａｔｅ ｌｉｇａｍｅｎｔ：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Ｊ］ ．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４］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Ｋｎｅｅ Ｓｕｒｇ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ｍｉｔｅｎｄｉｎｏｓｕｓ ｔｅｎｄ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ｂｕｔｔ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Ｊ］ ．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ＧＲＥＶＮＥＲＴＳ Ｈ Ｔ， ＦÄＬＴＳＴＲÖＭ Ａ， ＳＯＮＥＳＳＯＮ Ｓ，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ＡＣＬ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术后患者重返运动的能力仍需长期的随访验证。
【 参考文献】

２３２５９６７１１８７７４２５５．

ｓｔｕｄｙ［Ｊ］．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１２（６）： ６２２ ６２７．

ＧＲＩＮＤＥＭ Ｈ， ＷＥＬＬＳＡＮＤＴ Ｅ， ＦＡＩＬＬＡ Ｍ， ｅｔ ａｌ．

· ９４·

［２３］

王飞跃．从社会计算到社会制造： 一场即将来临的产
业革命［ 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２，２７（６） ： ６５８ ６６９．

陈薇薇，张国锋，陈育宏，等．３Ｄ 打印减压鞋垫在糖尿
病足防 治 中 的 临 床 应 用 ［ Ｊ］ ． 同 济 大 学 学 报 （ 医 学
版） ，２０１８，３９（６） ： ７６ ８１．

黄勇兄，郑晓青，庄见雄，等．３Ｄ 打印技术在经皮椎间
孔镜手术治疗腰椎管狭窄症中的应用［ Ｊ］ ． 中国骨与
关节损伤杂志，２０１９，３４（１） ： ８９ ９１．

马晨光，纪颖，薛迪．骨科 ３Ｄ 打印技术临床研究的状
况分析［ Ｊ］ ．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７，３７（５） ： ３１ ３２．

刘奕 宁， 刘 利 春， 李 晓 彬， 等． ３Ｄ 打 印 截 骨 导 板 在
ＴＫＡ 术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Ｊ］ ．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
志，２０１９，３４（２） ： １４２ １４５．

ＲＡＮＫＩＮ Ｉ， ＲＥＨＭＡＮ Ｈ， ＦＲＡＭＥ Ｍ． ３Ｄ⁃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Ｌ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ｔｕｎｎｅｌ ｇｕ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ＭＲＩ［ Ｊ］ ．
Ｏｐｅｎ Ｏｒｔｈｏｐ Ｊ， ２０１８，１２： ５９ ６８．

邱洪九，吴毅，王子明，等．３Ｄ 打印导向器辅助关节镜
下前交叉韧带重建术骨隧道准确性的对比研究［ Ｊ］ ．
创伤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２０（９） ： ６５１ ６５５．

袁锋，张屹峰，刘铮，等． 骨隧道内放置不同长度自体
肌腱重建前交叉韧带的组织学研究［ Ｊ］ ． 同济大学学
报（ 医学版） ，３９（４） ： ４１ ４５．

马天骏，曾春，蔡道章．动态 ＣＴ 评价前交叉韧带解剖
单束重建术后韧带的等长情况［ Ｊ］ ． 中华创伤骨科杂
志，２０１７，１９（５） ： ３９３ ３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