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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当前现状

项目介绍

项目总结

项目背景
简单介绍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及
危害性，介绍时间不同的国家、地
区的校园筛查及干预情况。



特发性青少年脊柱侧弯（AIS）

正常脊柱模拟图           侧弯模拟图                     X光及模拟图

青少年脊柱侧弯是青少年常见的致残性畸形，表现为脊柱冠状位、矢
状位以及横断位上的序列异常的疾病，10-16岁的青少年脊柱侧弯的
发病率最高，女生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男生，约占80%。脊柱侧弯的发
展若不采取及时的干预及治疗，其侧弯角度会逐渐加重，导致躯干、
胸廓变形，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
同时，轻度脊柱侧弯亦会导致青少年体态畸形，影响体型美观，影响
青少心里健康等。

项目背景



特发性青少年脊柱侧弯（AIS）

脊柱侧弯为危害青少年四大疾病之一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IS）的特征：
Ø 危害大
Ø 高发病率
Ø 早期发病隐蔽

项目背景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防控体系
国家及地区 开展时间与方式 校园筛查规模及实施情况

美国 20世纪60年代在特
拉华州开始

至今已有近一半的联邦州以立法形式规定开展校园
筛查及防控，具体实施由各州县政府决定。

日本 1978年以全国立法
形式推行校园筛查

由地方政府承担和开展校园筛查，目前已覆盖7到
15岁在校学生，建立了通过传统方式、摩尔条纹技
术、低剂量X光相结合的筛查防控体系

瑞典 1977年全国开始推
行校园筛查

通过体系建设，逐步培养专业护士进行传统方式的
筛查，已全覆盖7到16岁所有在校学生，瑞典是从
上世纪70年以来坚持校园筛查的北欧国家

欧洲 上世纪70年代开始 保加利亚、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英国等欧洲
国家在学生及家长自愿的前提下提供免费的筛查。

新加坡 1988年开始 由国家提供每人每年次的自愿免费筛查，建立学生
的脊柱健康监控体系，并由政府基金会提供免费矫
正治疗

中国香港 1995年开始 校园筛查纳入健康校园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由卫
生署提供相关的筛查服务。

中国大陆 近十年逐步开展，
公共卫生项目开支 

深圳、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也在开展相关的试
点筛查工作

项目背景



当前校园筛查及防控体系

手术治疗辅助支具形体矫正

82.8% 0.3%16.9%

1、据2017/2018年筛查统计，深圳市约60万学生的筛查
统计其发病率约4-5%，其中依据严重程度治疗手段如下：

2、列入深圳市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 为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的在校学生和10—17岁的青少年，开展免费脊

柱侧弯筛查，指导适应症患者开展形体矫正

10万人次 60万人次 70万人次 全覆盖2017 2018 2019 2020

标注：数据来源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二院脊柱外科深圳市青少年脊柱健康中心

当前现状



当前校园筛查方案和手段
• 传统筛查手段：
Ø 触诊
Ø 外观照
Ø 脊柱侧弯仪

ü传统筛查手段需耗费大量专门医疗资源
ü难适应大规模的校园筛查

当前现状



校园筛查技术升级

ü传统的筛查、干预体系急需技术升级

1、传统手段 2、无纸化 3、智能化

当前现状



当前筛查、干预体系面临的挑战

1 大规模校园筛查

全覆盖的校园筛查背景下，传统
手段需耗费大量专门医疗资源，
亟需自动化、智能化的筛查手段

2 保守治疗效果监测

3 脊柱健康档案建设

缺乏可追溯的脊柱健康档案，及
时跟踪在校学生的脊柱健康发育
情况

4 筛查、干预标准化体系

规范化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筛查、
诊断与干预，急需一套完整的技术体
系，在此体系下，青少年特发脊柱侧
弯可获得规范化的防控。

在形态矫正训练、支具治疗过程中，
频密的X光检查，辐射带来患癌症
风险，亟需无侵入式的检测手段

当前现状



全流程的防控方案-校园筛查
背部三维形貌获取

三维智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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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筛查系统-外部形貌分析



校园筛查系统-AI分析

Ø 背部形貌分析及AI预测为
全覆盖的校园筛查提供了
可靠技术解决方案。

Ø 突破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对
大规模校园筛查的限制。



门诊数据管理-病例样本统计分析
• 对病例进行信息化管理，为流行病学分析提供数据依据，支撑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弯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等科学研究，为探讨病因，阐明流
行规律，制定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预防、控制科学体系提供依据。



矫正监测系统

• 支具、形体训练效果如何评估？
Ø X光片检查，高频次检查带来健康风险
Ø 超声检查，检查较复杂，费用较高
Ø 建立全流程无辐射、非侵入式的矫形效果评估体系



矫正监测系统
• 建立可追溯的背部三维形貌分析数据，及时进行治疗

矫正评估

矫形训练开始时 一个季度之后

脊柱线分析结果 冠状面及矢状面投影分析
得出侧弯状态有所改善

ü 无辐射、非侵入式监测手段，可以更加频密的评估治疗效果，修正治疗方案



产品对比
产地/品牌

型号
本项目的产品 德国/DIERS formetric 4D 意大利/GPS 400

系统原理

利用主动双目立体视觉技术，将主动结
构光投射到测试者，通过三维扫描进行
表面形貌三维重建和测量；系统配套软
件提供三维扫描数据的分析结果，辅助
医生进行病情诊断和评估。

摩尔纹地形和光学三角测量原理，将可见
光通过光栅板投射到测试者的背部，形成
平行等距的光谱。根据受试者背部的光谱
进行三维解析并重建脊柱三维模型，生成
脊柱的三维实时图像。

采用二维视频拍摄及影像分析技
术，获取静态图像并需人工标记
操作误差大。

应用领域
校园筛查、矫形治疗效果评估。 临床科研分析及康复治疗评估 临床科研分析

模型可靠性
及系统准确

性

通过大数据分析，构建神经网络针对大
量X光诊断结果进行人工智能分析提供模
型的可靠性，系统依靠云端智能学习，
具备自主学习优化的功能。

系统可通过个体特征重建脊柱及骨盆三维
模型，所有关键指标均经过发表于国际SCI
的文献论证，其测试指标与X光测试的
COBB角结果呈高度相关性。

受二维视频解析人体骨性标志点
特性所决定，在不贴marker的情
况将会产生极大的误差；即便贴
marker也计算不出人体水平面内
的参数

操作快捷性

1秒内采集完成，数分钟内出具结果，全
自动化操作

6秒钟采集完成，并立即出具结果，无需人
工标记。

操作复杂，如关节角度等测量不
仅测量时间长，而且智能化程度
低

测量指标

分析背部脊柱线形态及背部关键骨性点
三维对称性分析，通过人工智能自动预
测脊柱侧弯的诊断结果。

分析脊柱的形态数据，建立脊柱的三维模
型，能测量各椎体之间的角度关系、脊柱
侧弯角度、骨盆前倾角度、驼背角等

分析人体额状面及矢状面形态数
据，对于额状面内如椎体偏移、
躯干偏移等参数测试难度大。 

优缺点

依托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预测结果
可靠，能够应用于校园筛查。

优点：依据背部形貌可以推测脊柱三维模
型
缺点：没有自动诊断功能，售价高，没法
应用于校园筛查。

优点：系统简单
缺点：没有三维检测功能，自动
化程度低

Ø 德国/DIERS formetric 4D国内售价在100万人民以上
Ø 意大利/GPS 400国内售价在30万左右



总结

本项目依托易尚三维成像、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势，在青

少年脊柱侧弯校园筛查及治疗干预等方面形成一套智能

化的防控体系，其优势如下：
Ø 通过背部三维形貌分析，自动进行脊柱侧弯疑似判断，突破了有

限的医疗资源对大规模校园筛查限制。

Ø 无辐射、非侵入式监测手段，能够及时评估保守治疗效果评估，

推动保守治疗科学性发展，减少手术干预

Ø 项目建立可追溯的青少年脊柱健康档案，有利进行病例跟踪回访，

有利于建立青少年脊柱健康防治标准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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