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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用于中段锁骨骨折的髓内装置

CN 105848598 B

(57)摘要
一种用于治疗中段锁骨骨折的髓内装置。
该
装置包括具有主要固定元件( 2 )和连接部分( 3 )
的基础钉( 1 )。设置了次要固定元件( 6 )，
其能够
沿着基础钉在相对于主要固定元件(2)的距离处
附接至连接部分( 3 )。当附接时 ，
基础钉( 1 )的连
接部分( 3 )和次要固定元件( 6 )可相对于彼此旋
转，
例如使用端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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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髓内装置，
用于长管状骨骨折的治疗，
包括：
基础钉(1)，
具有主要固定元件(2)和连接部分(3)，
次要固定元件(6) ，
能够沿着所述基础钉在相对于所述主要固定元件(2)的多个预定距
离中的一个距离处附接至所述连接部分(3)，
其中，
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包括锁定端(17) ，
以在附接时防止所述主要固定元件相对
于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的轴向运动，
同时允许所述基础钉(1)的所述连接部分(3)和所述
次要固定元件(6)相对于彼此旋转，
以及
所述锁定端(17)具有多个弹性腿部(14) ，
每个所述弹性腿部(14)都具有向内延伸的端
部部分(16)。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连接部分(3)设置在所述基础钉(1)的预定
距离(l1)上。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连接部分(3)包括多个限制部(11) ，
所述限
制部(11)的外径(d1)与所述基础钉(1)的局部外径(d2)不同。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具有孔，
所述孔的内径比
所述基础钉(1)的外径大。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锁定端(17)设置有外螺纹，
并且所述次要
固定元件(6)还包括端盖(7)。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包括自攻螺纹部分(12)。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 在所述自攻螺纹部分
(12)中设置有多个槽(15)。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主要固定元件(2) 包括自攻螺纹头部端
(2a)。
9 .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
所述自攻螺纹头部端(2a)设置有钝尖端部分
(2b)。
10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基础钉(1)还包括远离所述主要固定元件
(2)的操纵部分(4)。
11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髓内装置，
其中，
所述基础钉(1)能够弯曲。
12 .一种用于长管状骨骨折的套件，
包括：
如权利要求1至11中的任一项所述的髓内装置，
第一工具，用于在所述长管状骨的内侧部中固定所述基础钉(1)的所述主要固定元件
(2)，
第二工具(8)，
用于将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固定至所述长管状骨的另一部分，
以及
第三工具(9) ，用于将所述次要固定元件(6)附接至所述基础钉(1)的所述连接部分
(3)。
13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套件，
还包括切割工具，
所述切割工具用于将所述连接部分
(3)切割至所述基础钉(1)的最终长度。
14 .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套件，
其中，
所述长管状骨包括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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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中段锁骨骨折的髓内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治疗长管状骨骨折的髓内装置，
例如(中段)锁骨骨折。
背景技术
[0002] 第US 4 ,640 ,271号美国专利(Lower)公开了具有主轴和分离的套筒构件的接骨螺
钉。主轴具有位于前端部分上的第一组螺纹以及位于相对的主轴尾端上的带有突出唇部的
细长光滑无螺纹轴部。外表面上设置有第二组螺纹的分离的套筒组件通过无螺纹轴部上的
突出唇部保持在适当位置，
但仅在一个方向。没有通过接骨螺钉提供轴向稳定性，
也没有提
供灵活性。
[0003]
第US 2009/306718号美国专利公开了用于促进骨折的固定的lagwire系统。该系
统设置有锚固部件及线、
螺纹套筒、
管状套筒和盖。lagwire系统仅适用于施加压缩力，
并且
在固定位置的旋转是不可能的。
[0004]
第6 ,338 ,732号美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内骨髓钉结构，
该结构具有带两个螺纹端的
钉。在骨折的骨骼外实现侧向固定。在内骨髓钉结构的固定之后，
旋转不再可能，
同时也没
有提供轴向稳定。
[0005]
第US2011/0009865号美国专利公布公开了一种用于在锁骨骨折中的骨固定的髓
内钉。在一端处，
使用螺纹部分紧固钉，
以及在骨折的另一侧，
在钉的横向孔中使用紧固件
固定钉。
[0006]
第WO2011/060412号国际专利公布公开了一种向前弯曲的髓内锁骨钉，
该髓内锁
骨钉可用一个或两个诸如螺钉的固定元件锚固至骨骼。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尤其适用于治疗长管状骨骨折(例如(中段)锁骨骨折)的改
善的髓内装置。
[0008] 根据本发明，
提供了根据以上限定的前序部分的髓内装置，
其包括基础钉和次要
固定元件，
基础钉具有主要固定元件和连接部分，
次要固定元件能够沿着基础钉在相对于
主要固定元件的多个预定距离中的一个距离处附接至连接部分。其中，
当附接时，
基础钉的
连接部分和次要固定元件可相对于彼此旋转
[0009] 由于本发明髓内装置的实施方式的部件，
一旦在适当位置处，
骨折的两个锁骨部
分之间的连接在轴向平面内将是刚性的，
因此其将防止中段锁骨骨折缩短但是保持在其自
身内的自由旋转，
以防止硬件失效和植入物移动。需要该装置实施方式的植入物的外科手
术技术是微创的。可预料该过程比通过使用现有标准件所需的时间更短、
更小创伤，
因此也
更成本效率以及更加便宜。
附图说明
[0010] 本发明将参照附图使用多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在下面进行更详细地讨论，
在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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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0011]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髓内装置的实施方式的基础钉的侧视图；
[0012] 图2示出了图1的基础钉的连接部分的局部放大侧视图，
该连接部分允许选择髓内
装置的适当长度；
[0013] 图3a和图3b示出了次要固定元件的侧视图和横截面视图，
该次要固定元件是根据
本发明的髓内装置的实施方式的一部分；
[0014] 图4a和图4b示出了待用于与图3a和图3b中的次要固定元件相互结合的端盖的立
体图和横截面视图；
[0015] 图5示出了待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髓内装置一起使用的第一工具的立体图 ；
以及
[0016] 图6示出了待与根据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髓内装置一起使用的第二工具的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作为具体应用的中段锁骨骨折(MSCF)的髓内(固定)装置的多
个实施方式，
更普遍地用于长管状骨骨折的治疗。
目前可用的髓内植入物不具有当锁骨骨
折时最优地减少和保留锁骨的结构形状和长度的属性。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实施方式提供
了这样一种装置，
该装置能够全部以微创的方式重新建立结构对准、
阻止缩短并且能够在
其自身内自由地旋转。可以预期该过程所需的时间更短、植入物更便宜、康复将是相似的，
因此将会比使用现有的标准设备或其他微创设备更有成本效益。
[0018] 锁骨骨折约占所有骨折的5％。
锁骨骨折中约69-82％是中段锁骨骨折(MSCF)。
由
于特殊的S型结构和肌肉附着，
这些骨折中的约73％被移位和/或缩短。
已发现这两个特征
难以预测在保守治疗的MSCF中与骨不连、
持续创伤后的症状和整容有关的结果。
因此，
近来
的趋势是如果缩短2cm以上或移位超过锁骨的轴的直径则手术复位和固定MSCF。这些操作
的现行标准是使用(角度稳定)板和螺钉固定。此方法创建两个骨折元件的刚性固定并且旨
在原发性骨愈合。其重新建立锁骨的正常长度和对准。患者能够迅速开始复原。有报道说，
手术干预导致较好的愈合率、较少的不良愈合和提高的患者满意度。这些过程的缺点是大
切口和伤疤、
感染的风险、
以及由于刺激作用在大约一半的患者中需要硬件移除。
[0019] 复位和对准MSCF的另一个频繁使用的技术是通过使用髓内装置。
这些设备示例是
直的刚性钉(Hagie ,Knowles ,Rockwood)和钛制弹性髓内钉(TEN)。第一种旨在用于原发性
骨愈合并且需要内外开放复位手术技术，
意味着骨折血肿的损失。其产生矛盾的结果。后一
种旨在通过不随其所有的骨愈合物质疏散骨折血肿而用于继发性骨折愈合。TEN是微创型
的；
它需要较小的切口。另外，
如果需要的话，
硬件移除是更容易和更小创伤的。
由于TEN的
柔性，
其允许自身跟随锁骨的形状并重新对准MSCF。
已有报道使用TEN具有良好效果。TEN的
缺点是，
它们不能防止MSCF缩短以及随后形成可能的有症状的骨连接不正。TEN的其他负面
特征是充分记录的植入物迁移，
这是因为其没有良好固定在锁骨并且骨折愈合后的植入物
移除率很高。
[0020] 为了创建固定MSCF的最优方法，
需要考虑上述讨论的所有问题。该设备将需要特
定特征。该设备应该是髓内的，
所以是较小创伤的。髓内装置还可使防止骨折血肿的疏散成
为可能，
因此可以用于继发性骨愈合。其应该足够柔性以跟随锁骨的S形轮廓。其具有足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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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刚性，
以能够重新对准MSCF并防止MSCF缩短。其应该被固定在两个骨折元件中以防止缩
短和移动。其必须简单地植入并且如果需要的话简单地移除。如果满足这些要求，
该装置很
有可能将优于现行标准的钢板接骨术。
[0021]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提供了用于治疗长管状骨的骨折(如中段锁骨骨折)的髓
内装置，
包括(柔性或至少可弯曲的)基础钉1和次要固定元件6，
基础钉1具有主要固定元件
2和连接部分3，
次要固定元件6可沿着基础钉在相对于主要固定元件2的多个预定距离中的
一个距离处附接至连接部分3。当附接时，
基础钉1的连接部分3和次要固定元件6可关于彼
此旋转(或自由旋转)。次要固定元件6关于主要固定元件2的轴向位置随之固定。这意味着
在轴向稳定性，
其中基础钉1(和锁骨)的长度在两个轴向方向中的任何一个中都不能改变，
而同时在其自身内的自由旋转(即，
附接次要固定元件6的局部位置)将防止硬件失效和随
后的植入物移动和/或(被植入的)髓内设备的缩短。
[0022] 将如下述描述，
该髓内装置的实施方式在图1至图4b中作为部件示出。
图1示出了
基础钉1的实施方式的侧视图，
具有如图所示的l1+l2+l3+l4的总长度。(柔性)基础钉1可通
过锁骨的两个骨折单元被容易地植入髓内，
因此获得对准。如中，
基础钉1具有主要固定元
件2，
基本固定元件2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包括自攻螺纹的头部端(2a) ，
该自攻螺纹的头部
端(2a)允许将基础钉固定在胸骨中或锁骨的内侧端。通过使用自攻螺纹的头部端2a，
植入
将比通过使用TEN更加可控并且因此更加安全。自攻螺纹的头部端(2a)设置有钝尖端部
(2b) ，
以防止贯穿胸骨-锁骨接合处。
当基础钉1的主直径为例如2mm时，
尖端2b例如跨越90 °
设置有12 .7mm的半径。螺纹头部2a设置有具有节距的螺纹，
该节距适于其在锁骨中锚固基
础钉1中使用。
[0023] 如图1的实施方式中所示，
基础钉1还包括远离主要固定元件2的操纵部分4。特定
工具例如可被附接到该操纵部分4，
例如，
允许运用螺旋式运动来将主要固定元件2固定在
锁骨骨骼内。
[0024] 为了满足锁骨骨骼的内部形状，
基础钉1在另一实施方式中是可弯曲的。这可例如
通过结合适当的直径(例如：
2mm)选择正确的材料实现，例如，
坚硬但可弯曲的诸如AISI
304不锈钢。
可替代地，
基础钉1由另一种医疗级材料制成，
诸如钛合金。
[0025] 次要固定元件6，
或内部皮层固定装置，
在锥形处理附近使用时位于锁骨的背外侧
方面以允许以合适的长度固定在骨骼中和基础钉1的周围。最终，
基础钉1将在合适的长度
处被切割。端盖或锁定螺钉7(参见以下对其进一步的描述)可在正确的长度处并且在骨折
的两边将次要固定元件6固定至连接部分3。
[0026] 如图1所示的实施方式，
连接部分3设置在基础钉1的预定长度l1上，
远离主要固定
元件2(具有长度l3)。
因此，
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主要固定元件2和次要固定元件6两者之间
的相互距离。
[0027] 此外，
连接部分3包括多个限制部11(例如，
以多个缺口的形式，
或阶梯式或正弦形
圆柱轮廓)，
限制部具有不同于基础钉1的局部外径d2的外径d1 ，
通过表面10表示。
这在图2中
的连接部分的局部放大视图中详细示出。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
外径d1 (如1 .3mm)比局部外
径d2 (如2mm)小，
这可例如通过基础钉1的简单的铣削工序步骤实现。
[0028] 在图4a的侧视图和图4b的横截面视图中更加详细示出了次要固定元件6的实施方
式。为了能够在操纵部分4和连接部分3上移动或滑动次要固定元件6，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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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固定元件6具有孔，
该孔具有比基础钉1的外径大的内径(例如：
2 .2mm和2 .0mm)。
[0029]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次要固定元件6包括自攻(和内部皮层)螺纹部分12，
允许将次
要固定元件6固定至(骨折的)锁骨的其他部分。螺纹部分12的尺寸和间距可能是25，
类似于
主要固定元件2的自攻螺纹头部端2a的尺寸和间距。如图3a的侧视图中非常清楚地示出的，
次要固定元件6在自攻螺纹部分12中设置有多个槽15。如下面将更详细地讨论的，
这些槽15
允许使用在基础钉1的整个暴露部分上滑动的特定工具固定次要固定元件6。
[0030] 为了确定主要固定元件2和次要固定元件6相对于彼此停留在设定的距离处，
在另
一实施方式中，
次要固定元件6包括具有多个弹性腿部14的锁定端17，
每个弹性腿部14具有
向内延伸的端部分16。
弹性腿部14将向内延伸的部分16压至连接部分3的限制部11中，
从而
固定设定距离，
仍允许旋转。可替代地是例如使用另一压力施加元件，
例如，
一个或多个弹
簧片等。
[0031] 为了将次要固定元件6相对于连接部分3锁定在适当位置，
在另一实施方式中，
锁
定端17设置有外螺纹，
并且次要固定元件6还包括作为端盖7的实施例的锁定螺钉7。
图4a示
出了锁定螺钉的立体图，
以及图4b示出了锁定螺钉的横截面视图。锁定螺钉7设置有与弹性
腿部14上的外螺纹相匹配的内螺纹7b，
并且还包括缝隙7a，
允许锁定螺钉7的螺丝刀类型的
安装。
[0032] 在另一方面，
本发明还涉及用于诸如锁骨骨折的长管状骨骨折的套件，
其包括根
据如上所述的实施方式中的任意一个中的髓内装置。此外，
套件包括第一工具和第二工具
8，
第一工具用于在长管状骨/锁骨内侧部中固定基础钉1的主要固定元件2(例如：
使用附接
至操纵部分4的把手) ，
第二工具8用于将次要固定元件6固定至长管状骨/锁骨的另一部分。
该第二工具的实施方式在图5的立体图中示出，
并且形状如中空圆柱，
其能够在基础钉1其
余部分上滑动。第二工具8设置有延伸部分8a，
与次要固定元件6上的槽15相匹配，
并且允许
施加足够的扭矩以将次要固定元件2适当地固定在锁骨中。
[0033] 一旦次要固定元件6被固定在长管状骨/锁骨中，
基础钉1可以被切割为一定长度
(例如：
在连接部分3的限制部11中的一个处) ，
例如使用通常可用的(外科手术)切割工具，
或作为套件的一部分的特定切割工具。在这之后，
锁定螺钉7可位于次要固定元件的弹性腿
部14上，
并且使用用于将次要固定元件6附接至基础钉1的连接部分3的第三工具9紧固。第
三工具在图6中以立体图6示出，
并且设置有具有螺丝刀类型(平面)头部9a的第一端，
该第
一端与锁定螺钉7的缝隙7a相匹配。此外，
第三工具9可设置有操纵部分9b，
操纵部分9b与基
础钉1的操纵部分4相似，
允许例如附接手柄以允许第三工具9的螺旋式运动。
[0034]
总之，
所开发的装置的创新方面在于一种髓内装置，
该髓内装置能够重建结构对
准，
防止缩短以及具有在其自身内自由旋转的能力。特别地，
后者是用于MSCF的新型髓内装
置的关键，
但对于包括长管状骨的其他骨折的治疗也是非常有用的。这通过其如上总结的
和如附图所示的实施方式的设计是可能的。
[0035] 在上文中已经参照如附图所示的多个示例性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
了描述。一些部分或元件的修改和替换的实施例是可能的，
并且包括在如所附的权利要求
书中所限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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