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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三维成形钛网修补大面积颅骨缺损 1O例临床体会 

吴保浒，孟 磊 

[摘要]目的：探讨数字化三维成形钛网在大面积颅骨缺损修补手术中的应用。方法：对 10例应用数字化三维成形钛网进行 

的大面积颅骨缺损择期修补手术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10例患者均塑形满意。术后无一例切 口感染、修补材料移位、外露 

等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应用数字化成形三维钛网修补大面积颅骨缺损，钛网与颅骨缺损吻合效果满意，排斥反应少，可作 

为大面积颅骨缺损修补手术的首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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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omprehend of digital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ed titanium mesh 

to repair the large skull defects 

WU Bao—hu，MENG Lei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ed titanium mesh in repairing large skull 

defects．Methods：Ten cases of large skull defects repaired witl1 digital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ed titanium mesh in selective 

operation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All cases were repaired satisfactorily．There was no severe complication including 

wound infection，restore-material displacing or revealing happened．Conclusions：The digital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ed titanium 

mesh had advantages including good inosculation and low rejection，it could be the first selecting material to repair large skull de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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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手术常因减压目的弃去骨瓣导致患者术后 

颅骨缺损，使颅骨的完整性及颅腔生理密闭性受到 

破坏，影响颅内压力的稳定，引起头痛、头晕等症状， 

同时改变了患者原有容貌，影响美观，给患者造成一 

定的生理、心理负担 -2]。2008年 10月至2010年5 

月，我科收治 lO例大面积颅骨缺损患者，均行数字 

化三维成形钛网修补手术，效果良好，术后并发症 

少，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例中男 8例，女 2例；年龄 23～ 

51岁。缺损原因：重度颅脑损伤9例，高血压脑出 

血 1例。缺损部位：额颞顶骨缺损 9例，颞顶骨缺损 

1例；缺损面积：10 cm×8 am～14 cm×16 am。修 

补手术时间为颅脑术后 3—6个月。 

1．2 修补材料制作方法 10例患者术前均行 CT 

颅骨薄层扫描(层厚3 1TIm)检查，计算机整合CT数 

据，对颅骨缺损的部位进行三维成像，制造出患者颅 

骨缺损的原始模型，然后根据模型缺损区域的数据 

(大小、形状、弧度等)设计塑形计划，而后使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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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备对二维钛板进行高精确的剪切及塑形，从而 

制作形成与患者颅骨缺损区域完美一致的数字化三 

维成形钛网。数字化三维成形钛网由深圳合体公司 

和美敦力公司制作。 

1．3 手术方法 患者均采取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 

手术沿原切口入路切开头皮，仔细分离颞肌与硬脑 

膜间隙，翻起皮肌瓣，硬脑膜破损处要严密缝合或修 

补，完全暴露缺损区骨缘约 1 am。取已塑形好的数 

字化成形三维钛网，覆盖骨窗，达到与骨缘紧密贴 

合，然后用钛钉 8～12枚将之固定于缺损边缘。术 

中将硬膜紧密悬吊于骨窗四周，中央部硬膜悬吊于 

钛网上，皮瓣下留置引流管 1根，术后常规预防感 

染、抗癫痫等治疗，24～48 h拔除引流管，术后 7～ 

10天拆线。 

2 结果 

10例患者术后外形均修复满意，原缺损侧与健 

侧成形对称，满足了患者对美容的要求。术后出现 

皮下积液 1例，术区头皮麻木疼痛，经穿刺抽液、加 

压包扎治疗症状消失；早期癫痫 1例，为癫痫大发作 

1次，经加强抗癫痫治疗后随访 6个月未见再次发 

作；无切口感染病例。1O例患者随访 3～12个月， 

无一例出现钛网钛钉松动移位、外露等远期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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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颅骨修补的 目的与适应证 颅骨缺损重建并 

非简单的修补颅骨缺损，而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颅骨缺损修补可保护脑组织免再受损伤，恢复颅骨 

的完整性及颅腔生理密闭性，保持颅内压力的稳定， 

改善神经功能、促进神经系统恢复，使患者的一些神 

经症状，如头痛、眩晕、易疲劳、易激惹、记忆力下降、 

抑郁、对震动及声响耐受力下降等得到改善；同时最 

大限度地恢复患者的容貌，消除患者心理负面影响， 

恢复患者信心。手术指征 J：颅骨缺损直径>3 cm； 

因脑膜 一脑瘢痕形成伴发癫痫者；引起长期头晕、头 

痛等症状；伴有严重精神负担，影响生活工作者；因 

颅骨缺损有碍容貌者。 

3．2 颅骨修补时机选择 目前仍存在争议。一般 

认为，颅骨缺损修补应在术后3～6个月进行，感染 

伤口在伤口完全愈合后6～12个月进行为宜_2 J。但 

也有学者 I4 提出，早期(术后 3个月内)、甚至超 

早期手术(术后 4～6周)，不仅能尽快解除颅骨缺 

损给患者带来的精神负担，而且可以终止或逆转缺 

损造成的继发性脑损害。本组 10例患者的手术时 

间均为颅脑外伤后 3—6个月，此时段，患者病情平 

稳，颅内压已恢复正常，伤口及受伤的脑组织也已恢 

复到较好和稳定的状态。既增加了患者脑组织及全 

身情况对二次手术打击的抵抗能力，又可尽量避免 

因大范围颅骨缺损造成的病理生理改变继续发展影 

响患者的预后。当然，对于每位患者应该选择个体 

化的手术时间。 

3．3 颅骨修补材料的选择 长期以来，为了寻找合 

适的材料和方式作颅骨修补，世界上许多学者对此 

作了大量的研究 J。理想的颅骨修补材料应具备 

良好的可塑形性、与颅骨相似的强度、重量轻、不导 

电传热、化学上惰性、非铁磁性、能透 x线、低或无 

抗原性、不易老化变形及价格低廉等 j。目前，颅 

骨修补材料可大致分为4类 ，即无机非金属材料、金 

属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因其生物稳定性和强度欠佳现已较少使用；高分子 

材料虽价格低廉、塑形好，但手术操作繁琐，材料假 

体易碎，组织相容性差，也不为临床常用；生物材料 

虽避免了以上缺点，但目前尚处于试验研究阶段，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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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未开展大规模应用。 

3．4 数字化三维成形钛网的优点 数字化三维成 

形钛网作为一种较理想的修补材料，与上述 3种材 

料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81：(1)钛网与组织相容性 

好，无毒、无老化、无腐蚀，组织反应轻，其孑L大而密， 

有利于液体引流及肉芽组织贯穿生长固定钛片。 

(2)钛网强度符合要求，抗击打能力强。本组 10例 

随访过程 中无一例出现钛网变形。(3)钛网板材 

薄，工艺精细，质地轻。本组手术中发现，钛网厚度 

薄，尤其在额部皮肤薄、张力较高的情况下使用优点 

更为突出，外形能达到与健侧对称，整形效果理想。 

(4)术中操作安全、简便、迅速和稳固。在本组修补 

术中，我们直接按术前塑形位置将钛板置于缺损边 

缘颅骨上，由预定并标记的钛网网格内置人钛钉将 

钛板确切固定于颅骨，省略了传统手术中临时剪切、 

塑形钛板的过程，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5)术前 

高温消毒方便易行。(6)无磁性，不磁化，对 x线、 

CT、MRI无明显影响 。 

综上所述，采用数字化三维成形钛网修补大面 

积颅骨缺损 ，钛网与颅骨缺损吻合效果满意，排斥反 

应低，可作为大面积颅骨修补手术的首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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