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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个实施例，公开了胫骨承载组件，用

于在膝盖置换手术中连接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

外侧髁。胫骨承载组件可包括远端面和与远端面

相对置的关节面。关节面能包括内侧间室和外侧

间室，配置成分别连接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

髁。外侧间室可具有外侧关节轨迹，其具有外侧

前后范围。外侧关节轨迹可包含沿着外侧间室近

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外

侧髁接触。内侧间室可在构型上不同于外侧间室

且可具有约9mm-约13mm的前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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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胫骨承载组件，用于在膝盖置换手术中与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连接，所

述胫骨承载组件包括：

远端面；和

与所述远端面相对置的关节面，关节面包括内侧间室和外侧间室，配置成分别连接股

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

所述外侧间室具有外侧关节轨迹，所述外侧关节轨迹具有外侧前后范围，所述外侧关

节轨迹包含沿着外侧间室近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外侧髁接触；

内侧间室在构型上不同于外侧间室且具有从关节面的最远点到内侧间室的最近点测

量的9mm-13mm的前唇高度，其中相对于内侧髁配置所述内侧间室，所述股骨组件0°屈曲时，

所述内侧间室总表面积的31％-63％与所述股骨组件内侧髁接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外侧间室具有前部和后部，当投影到胫

骨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所述前部限定外侧关节轨迹为名义上的直线，当投影到胫骨承载

组件横截面上时，所述后部以朝向内侧间室的曲线限定外侧关节轨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外侧间室在前部中具有第一矢状半径

且在后部中具有第二矢状半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内侧间室具有内侧关节轨迹，所述内侧

关节轨迹具有内侧前后范围，所述内侧前后范围不同于外侧前后范围，所述内侧关节轨迹

包含沿着内侧间室近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内侧股骨髁接触，其中

当投影到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内侧间室限定内侧关节轨迹为名义上的直线，且所述内侧

关节轨迹具有单一矢状半径。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内侧间室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

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61％-66％的距离的内侧驻留

点。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外侧间室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

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65％-69％的距离的外侧驻留

点。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内侧间室配置成与内侧髁具有1:1一致

比-1.1:1一致比，一致比包括内侧间室矢状半径与内侧髁矢状半径之间的类似性之比。

8.一种胫骨承载组件，用于在膝盖置换手术中与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连接，所

述胫骨承载组件包括：

远端面；和

与所述远端面相对置的关节面，关节面包括内侧间室和外侧间室，配置成分别连接股

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

其中相对于内侧髁配置所述内侧间室，所述股骨组件0°屈曲时，所述内侧间室总表面

积的31％-63％与所述股骨组件内侧髁接触。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外侧间室配置成具有处在为从胫骨承

载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65％-69％的距离的外侧驻留

点。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内侧间室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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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61％-66％的距离的内侧驻留

点。

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内侧间室的构型不同于外侧间室且具

有从关节面的最远点到内侧间室的最近点测量的9mm-13mm的前唇高度。

12.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内侧间室配置成与内侧髁具有1:1一

致比-1.1:1一致比，一致比包括内侧间室矢状半径与内侧髁矢状半径之间的类似性之比。

13.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外侧间室具有外侧关节轨迹，所述外

侧关节轨迹具有外侧前后范围，外侧关节轨迹包含沿着外侧间室近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

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外侧髁接触，其中外侧间室具有前部和后部，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

件横截面上时，前部定义外侧关节轨迹为名义上的直线，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横截面上

时，后部以朝向内侧间室的曲线限定外侧关节轨迹。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胫骨承载组件，其中所述外侧间室在前部中具有第一矢状半

径且在后部中具有第二矢状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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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胫骨承载组件的假体系统

[0001] 优先权请求

[0002] 本申请要求2015年9月21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序列号62/221 ,461的权益，

还要求2016年3月16日提交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序列号62/309,046的权益，在此要求的各

申请优先权的权益以及各申请通过引用全文纳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主题涉及矫形外科手术，更具体涉及用于膝关节成形术的假体、系统和方法。

[0004] 发明背景

[0005] 矫形外科手术和假体通常用于修复和/或置换人体中受损骨头和组织。例如，膝关

节成形术能用于通过修复股骨和/或胫骨的受损或患病的关节面恢复自然膝盖功能。在膝

关节内割开一个切口以暴露含关节的骨头。切割指南用于引导移出待置换的关节面。假体

用于复制(replicate)关节面。膝盖假体可以包括植入股骨远端的股骨组件，其与胫骨承载

组件和植入胫骨近端的胫骨组件连接(articulate)以复制健康天然膝盖的功能。已知不同

类型的关节成形术，包括全膝关节成形术，其中关节的所有连接间室(articulating 

compartment)用假体组件修复。

发明内容

[0006] 本公开一般涉及临时胫骨假体、系统和方法。此外，本发明者意识到，如在全膝关

节成形术中，对于膝假体而言，相对于外侧髁，股骨组件的内侧髁能在膝关节屈曲期间经历

更少的前后平移。就股骨组件而言，这能导致股骨回滚期间的外旋转(rotation)和内侧绕

轴运动(pivoting  motion)。考虑到这些运动学，本发明者设计有内和外侧间室的胫骨植入

物，其能以更理想方式适应股骨组件的这类运动。因此，本发明者建议用于胫骨承载组件的

内侧间室以及胫骨承载组件的外侧间室，所述内侧间室能配制成提供与股骨组件内侧髁的

高度一致性和约束性，可以使所述外侧间室成形以在深屈曲中帮助股骨组件外侧髁外部回

滚。

[0007] 内侧稳定性

[0008] 鉴于上述情况，本发明者设计了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其可以具有至少11种不同标

准尺寸以在与可以具有至少9种不同标准尺寸的胫骨组件家族和可以具有至少12种不同标

准尺寸的股骨组件家族一起使用时获得更兼容的组合。由于组件数量和各家族不同尺寸之

间的所设计的兼容性，胫骨承载组件家族的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的24种组合能与股骨组

件家族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更具体地，由于股骨组件与胫骨

承载组件那么多不同尺寸之间的所设计的相容性，在最坏情况下，在伸展中(in 

extension)，股骨组件与胫骨承载组件之间的一致性能具有最多1.1:1的一致比例，不同尺

寸胫骨承载组件与不同尺寸股骨组件之间超过半数(54％)的一致性能具有1:1的内侧一致

性比例。

[0009] 本发明者进一步认识到，通过增加股骨组件内侧髁与胫骨承载组件内侧间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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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随着接触面积增加能实现更高的内侧髁内侧稳定度。因此，本发明者建议能促进

更高一致性(和因而更大接触面积)的胫骨承载关节面构造和示例，其中来自各组件家族的

不同尺寸股骨和胫骨承载组件的相容性组合能联合以实现更需要、更大的接触面积。这类

示例可实现某一排列，其中最少31％的内侧间室总表面积能接触0°屈曲的股骨组件，最少

13％的内侧间室总表面积能接触45°屈曲的股骨组件。根据进一步的示例，排列中平均54％

的内侧间室总表面积能接触0°屈曲的股骨组件且平均38％的内侧间室总表面积能接触45°

屈曲的股骨组件。本发明者还建议用于胫骨承载组件内侧间室的前唇高度在9mm-13mm之间

(取决于胫骨承载组件尺寸)。此前唇高度能提供更高的前半脱位阻力以提供对股骨组件内

侧髁更大的约束。

[0010] 外侧运动性

[0011] 为帮助股骨组件外侧髁相对于胫骨承载组件外侧间室的更高运动性，本发明者建

议胫骨承载组件外侧间室的矢状几何可以配制成具有2个不同的半径，包括前半径和后半

径。当在横截面上观察时，后半径绕内侧间室驻留点(关节面上的拐点，在所述拐点关节面

具有最深的远端范围(extent))成弧线以帮助股骨组件外旋转用于深屈曲。另外，在一些示

例中，可以定位外侧髁驻留点以进一步帮助股骨组件外侧髁回滚用于深屈曲。具体地，对于

前胫骨斜率为0°的不同尺寸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外侧驻留点的前后位置作为胫骨承载组件

的总前后范围的百分数，可以是从胫骨承载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总前后范围的约

65％-约69％。

[0012] 为进一步阐明本文公开的设备和洗脱，提供以下非限制性实施例：

[0013] 实施例1是胫骨承载组件，用于在膝盖置换手术中与股骨组件内侧髁和外侧髁连

接，该胫骨承载组件可以包括远端面和与远端面相对置的关节面。关节面能包括内侧间室

和外侧间室，配置成分别连接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外侧间室可具有外侧关节轨迹，

所述外侧关节轨迹具有外侧前后范围，外侧关节轨迹可以包括沿着外侧间室近端面的多个

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外侧髁接触。内侧间室可在构型上不同于外侧间室且可

以具有约9mm-约13mm的前唇高度。

[0014] 实施例2中，实施例1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外侧间室可以具有前部和后部，当投影

到胫骨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前部可以限定外侧关节轨迹为名义上的直线，当投影到胫骨

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后部能以有朝向内侧间室的曲线限定外侧关节轨迹。

[0015] 实施例3中，实施例2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外侧间室在前部中具有第一矢状半径

(sagittal  radius)且在后部中具有第二矢状半径。

[0016] 实施例4中，实施例1-3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具有内

侧关节轨迹，所述内侧关节轨迹具有内侧前后范围，所述内侧前后范围不同于外侧前后范

围。内侧关节轨迹能包括沿着内侧间室近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被内

侧股骨髁接触。当投影到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内侧间室能定义内侧关节轨迹作为名义上

的直线且内侧关节轨迹具有单一矢状半径。

[0017] 实施例5中，实施例4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可以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

承载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约61％-约66％的距离的内

侧驻留点。

[0018] 实施例6中，实施例1-4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外侧间室可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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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约

65％-约69％的距离的外侧驻留点。

[0019] 实施例7中，实施例1-6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其中相对于内侧

髁配置所述内侧间室，股骨组件0°屈曲时，所述内侧间室总表面积的约31％-约63％与股骨

组件内侧髁接触。

[0020] 实施例8中，实施例1-6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可以配

置成与内侧髁具有约1.1一致比-约1.1:1一致比，一致比可以包括内侧间室矢状半径与内

侧髁矢状半径之间的类似性之比。

[0021] 实施例9是用于膝关节成形术的系统，其可以包括具有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的

股骨组件家族和具有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的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各股骨组件可包括内侧

髁和外侧髁。各胫骨承载组件可包括远端面和与远端面相对置的关节面。关节面可以包括

内侧间室和外侧间室，配置成分别连接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胫骨承载组件家族能

配置成胫骨承载组件家族的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的24种组合能够与股骨组件家族至少

12种不同标准尺寸及胫骨组件家族至少9种不同标准尺寸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

[0022] 实施例10中，实施例9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股骨组件家族和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可

以配置成股骨组件0°屈曲时内侧间室总表面积的约31％-约63％与股骨组件内侧髁接触。

[0023] 实施例11中，实施例9-10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选包括内侧间室，其能配置

成与内侧髁具有约1.1一致比-约1.1:1一致比，一致比能包括内侧间室矢状半径与内侧髁

矢状半径之间的类似性之比。

[0024] 实施例12中，实施例9-11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可以

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

61％-约66％的距离的内侧驻留点。

[0025] 实施例13中，实施例9-12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股骨组件家族

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10种可以与胫骨承载组件家族的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中

的10种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

[0026] 实施例14中，实施例9-13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股骨组件家族

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8种可以与胫骨承载组件家族的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

6种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

[0027] 实施例15中，实施例9-14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胫骨承载组件

家族的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9种可以与股骨组件家族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不

超过2种兼容，股骨组件家族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不超过4种可以与胫骨承载组件家

族至少11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2种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

[0028] 实施例16中，实施例9-15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可以

具有约9mm-约13mm的前唇高度。

[0029] 实施例17中，实施例9-16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具有

内侧关节轨迹，所述内侧关节轨迹具有内侧前后范围，所述内侧前后范围不同于外侧前后

范围。内侧关节轨迹可以包括沿着内侧间室近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

与内侧股骨髁接触。当投影到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内侧间室可以定义内侧关节轨迹为名

义上的直线且内侧关节轨迹具有单一矢状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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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实施例18是用于在膝盖置换手术中连接股骨组件内侧髁和外侧髁的胫骨承载组

件，所述胫骨承载组件可以包括远端面和与远端面相对置的关节面。关节面可以包括内侧

间室和外侧间室，配置成分别连接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外侧间室可以配置成具有

处在从胫骨承载组件最前点到最后点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总前后范围的约65％-约69％

的距离的外侧驻留点。

[0031] 实施例19中，实施例18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内侧间室构型不同于外侧间室且具

有约9mm-约13mm的前唇高度。

[0032] 实施例20中，实施例18-19中任意一个或多个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外侧间室具有

外侧关节轨迹，所述外侧关节轨迹具有外侧前后范围。外侧关节轨迹可以包含沿着外侧间

室近端面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外侧髁接触。外侧间室可以具有前部和

后部，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前部可以限定外侧关节轨迹为名义上的直线，当

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横截面上时，后部能以朝向内侧间室的曲线限定外侧关节轨迹。

[0033] 实施例21中，实施例20的主题可任选地包括，外侧间室在前部中具有第一矢状半

径且在后部中具有第二矢状半径。

[0034] 实施例22中，可任选地配置实施例1-21中任意一种或任意组合的设备或方法，使

得所有所列举的要素或选择可使用或从中选择。

[0035] 本设备和系统的这些和其它实施例和特征部分地示于以下发明详述。此综述意在

提供本主题的非限制性实施例-不意在提供排他性或详尽的解释。纳入下面的详细描述以

提供关于本设备和系统的进一步信息。

附图说明

[0036] 附图不必然按比例绘制，如同数字能以不同角度描述类似组件。例如，具有不同字

母后缀的数字能代表类似组件的不同例子。附图一般通过举例的方式而非限制方式阐明本

文档讨论的各个实施例。

[0037]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1显示有正常内侧和外侧髁运动的天然胫骨近端的示意图。

[0038]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2显示与胫骨承载组件组装的股骨组件。

[0039]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2A显示冠状面中图2的股骨组件和胫骨承载组件的横截面。

[0040]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3阐明松动(laxity)包线(envelope)和图2和2A的股骨组件

相对于图2和2A的胫骨承载组件的可允许的前后平移。

[0041]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4A-4D显示图3的松动包线相对于现有技术系统的图。

[0042]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5是胫骨承载组件近端面的俯视图，包括特征如内侧间室和

外侧间室。

[0043]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5A是图5的胫骨承载组件冠状面的剖视图。

[0044]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5B和5C显示图5的胫骨承载组件的内侧，包括内侧间室。

[0045]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6和6A显示图5的胫骨承载组件的外侧。

[0046]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7显示胫骨承载组件家族相对于股骨组件、胫骨组件和胫骨

承载组件家族的尺寸分级(sizing)表。

[0047]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8显示股骨髁与胫骨承载组件间室之间接触区域的俯视图，

在股骨组件不同屈曲角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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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发明详述

[0049] 本申请涉及胫骨假体、系统和方法。例如，所述系统可以包括胫骨承载组件和股骨

组件。

[0050] 根据本申请实施例，图1显示天然胫骨12的近端10的示意图。天然胫骨12可以包括

外侧髁14和内侧髁16。

[0051] 外侧髁14可在形状和尺寸上不同于内侧髁16。图1阐明叠加于外侧髁14上的股骨

外侧髁和叠加(superimposed)于内侧髁16上的股骨内侧髁的前后平移量。通常，股骨内侧

髁相对于股骨外侧髁能在膝关节屈曲期间经历更少的前后平移。就天然股骨而言，这能导

致股骨回滚期间的外旋转和内侧绕轴运动。图1提供实例，其中从约-5°到约120°屈曲角度，

股骨内侧髁经历约1.5mm前后平移，而股骨外侧髁经历约18mm前后平移。

[0052] 在全膝关节成形术(简称为“TKA”)中，股骨的内和外侧髁都可以切除。类似地，可

以用切割设备切除胫骨以去除内侧关节面和外侧关节面。也可以去除其它膝盖部分如髁间

隆起、ACL。根据TKA类型，特征(feature)如PCL可以是备用的或也可以去除。可以在股骨和

胫骨上植入假体，提供置换的关节面。尽管所显示的参考TKA和对应植入物，本文所述技术

和方法也能应用于其它膝关节成形术手术如部分膝关节成形术(例如膝关节单髁置换术)。

[0053] 根据一个实施例，图2和2A显示股骨组件110与胫骨承载组件112的集合100，用于

TKA。如图2所示，股骨组件110可以包括关节面114(图2中仅显示一个)和近端面116。如图2A

所示，关节面114可以包括内侧髁118和外侧髁120。胫骨承载组件112可包括关节面122和远

端面124。关节面122可包括内侧间室126和外侧间室128。

[0054] 股骨组件110可以包括与Zimmer  Biomet  膝盖系统兼容的股骨组件，该

系统由Zimmer  Biomet  Holding ,Inc.生产。股骨组件的构造多方面描述于美国专利号8,

858,643、9,072,607、8,690,954、8,764,838、8,932,365和美国申请公开号2012/0323336，

其公开内容通过引用全文纳入。因此，不在本文极详细地描述股骨组件110的具体特征。

[0055] 如图2和2A的实施例中所示，胫骨承载组件112与股骨组件110兼容而一起可操作

使用，并为此进行配置。具体地，胫骨承载组件112的关节面122可以配置成在其上接受股骨

组件110的关节面114，并可以配置成允许股骨组件110以模拟天然膝盖运动学的方式相对

于其移动(如考虑屈曲的股骨组件110回滚，包括前后平移)。

[0056] 股骨组件110的近端面116可以配置成接受和偶联股骨的切除的远端面。如图2A所

示，关节面114可包括内侧髁118和外侧髁120。关节面122可包括内侧间室126和外侧间室

128。如图2A所示，内侧间室126和外侧间室128能配置成分别连接股骨组件110的内侧髁118

和外侧髁120。可以安排关节面122与远端面124相对置。可以远端面124成形为连接

(interface  with)胫骨托件近端面(未显示)，所述胫骨托件可以固定于胫骨的切割的近端

面(未显示)。

[0057] 根据一个实施例，图3显示胫骨承载组件112的关节面122。尽管胫骨承载组件112

显示具有允许图3和本文其它图中十字韧带保留构型的切断，但胫骨承载组件112可以有其

它设计，包括其它实施例所述的后方稳定构型和/或超一致构型，其不意在用于十字韧带保

留构型。

[0058] 后续进一步详细讨论的关节面122的多个方面允许胫骨承载组件112给股骨组件

110(图2A)的内侧髁118(图2A)提供想要的稳定性，同时额外给股骨组件110(图2A)的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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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120(图2A)提供想要的移动性。图3和4阐述在松动范围方面想要的稳定的内侧髁和可移

动的外侧髁，并伴有对此的讨论。图5-6A和8阐述内侧和外侧承载间室126、128的构型的多

个特征，并伴有对此的讨论，所述构型能在屈曲期间改善内侧髁的稳定性并额外地能提高

外侧髁的移动性。尺寸分级方案示于图7，用于各家族的多种胫骨承载组件和股骨组件的尺

寸分级，所用方式使得其能组合使用以更好实现想要的稳定的内侧髁和可移动的外侧髁。

[0059] 图3中阐明，如圆圈130L和130M所示，从0°-120°屈曲，内侧间室126和外侧间室128

具有不同的平均前后松动。如图4A-4D的曲线图所示，松动可以包括一定程度的(a  degree 

of)外侧髁和内侧髁前后位置变化，根据股骨组件屈曲程度绘制。图4A的曲线图150和图4B

的曲线图152分别是内侧髁118和外侧髁120的图，用于图3胫骨承载组件112的十字韧带保

留构型。如图4B的曲线图152所示，与市售可得膝盖组件设计相比(如图4B的区域156所示)

进行测量时，内侧髁118(图2A)与胫骨承载组件112一起使用时，可相对更稳定(具有更紧的

松动范围，如图4B的区域154所示)，所述设计是 膝盖系统的十字韧带保留构型，

由Zimmer  Biomet  Holdings,Inc.,Warsaw,Indiana生产。类似地，图4A的曲线图150显示，

与相同市售可得 膝盖系统(如图4A的区域159所示)相比进行测量时，外侧髁120

(图2A)与胫骨承载组件112一起使用时，可具有更多的移动性(具有更大的松动范围，如图

4A的区域158所示)。

[0060] 图4C的曲线图160和图4D的曲线图162分别是外侧髁和内侧髁的图，用于本文所述

胫骨承载组件的十字韧带舍弃构型。如图4D的曲线图162所示，与市售可得膝盖组件设计

(如图4D的区域164所示)相比进行测量时，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可相对更稳定(具有更紧的松

动范围，如图4D的区域166所示)，所述设计是 膝盖系统的十字韧带舍弃构型，由

Zimmer  Biomet  Holdings,Inc.,Warsaw,Indiana生产。类似地，图4C的曲线图160显示，与

相同市售可得 膝盖系统(如图4C的区域170所示)相比进行测量时，股骨外侧髁可

具有相对更多的移动性(具有更大的松动范围，如图4C的区域168所示)。

[0061] 图5、5A、5B和5C是根据本申请实施例的胫骨承载组件212视图。胫骨承载组件212

与本文前述的胫骨承载组件112基本类似，且在胫骨承载组件构造(construction)方面加

入进一步的细节。如图5所示，胫骨承载组件212可以包括关节面214、外围216、后部空槽

(cutout)218和前部缓冲(relief)空间219。关节面214可包括内侧间室220、外侧间室222和

髁间隆起224。

[0062] 如前所述，当在膝盖中可操作组装时，关节面214可以与股骨组件的髁(未显示)接

触。股骨组件的髁可接触内侧和外侧间室220、222。更具体地，可以配置内侧能间室220和外

侧间室222(例如，形状为碟形)用于分别连接股骨组件的内侧髁和外侧髁(如图2A所示)。关

节面214(本文有时称为近端面)一般可与远端面215相对置，如图5A和5C所示。外围216可以

包括连接远端面215与关节面214的侧壁。如后面进一步详细解释的，内侧间室220可在构型

上不同于外侧间室222。例如，相对于外侧间室222，内侧间室220可具有不同尺寸和形状。例

如，外侧间室222的前后曲率可不同于内侧间室220。类似地，如图5C和图6A所示，外侧间室

222的内-外侧曲率可不同于内侧间室220的内-外侧曲率。

[0063] 如图5的实施例所示，外侧间室222可以具有外侧关节轨迹226，所述外侧关节轨迹

226具有外侧前后范围LAP。外侧关节轨迹226可以包括沿着外侧间室222近端面214的多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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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股骨外侧髁接触。类似地，内侧间室220可以具有内侧关节

轨迹228，所述内侧关节轨迹228具有内侧前后范围MAP，MAP不同于外侧前后范围LAP。内侧关

节轨迹228可以包括沿着内侧间室220近端面214的多个最远点，其在股骨组件回滚期间与

股骨内侧髁接触。

[0064] 如图5、6和6A所示，在一个实施例中，外侧间室222可具有前部230和后部232。当投

影到胫骨承载组件212横截面上时，前部230可以限定外侧关节轨迹226为名义上的直线

231。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212横截面上时，后部232可以限定义外侧关节轨迹226为朝向

内侧间室220的曲线233。

[0065] 与此不同的是，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212横截面上时，内侧关节轨迹228可以限

定名义上的直线235，由内侧间室220定义的内侧关节轨迹228可包括仅具有单一矢状半径R

的统一单曲线，如图5C所示。在一些情况中，可以由内侧关节轨迹228限定的名义上的直线

与外侧关节轨迹226后部230所限定的名义上的直线基本平行。

[0066] 为方便起见，本讨论涉及胫骨承载组件212与股骨组件之间沿着关节轨迹226、228

的接触的点、轨迹或线。然而，当然应理解，接触的各潜在点或线(即沿着关节轨迹226、228

之一的任何点)不是真实的点或线，而是如图8所示的接触区域。这些接触区域可相对更大

或更小，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假体材料、施加于胫骨承载组件212与股骨组件之间界面的

压力的量，胫骨承载组件212相对于股骨组件的相对形状等。此外，应理解，一些影响接触区

域尺寸的因素可在假体使用期间动态变化，如在走路、爬楼梯或蹲伏期间于股骨/胫骨界面

处的所施加的压力的量。出于本讨论目的，接触点可作为接触区域几何中心处的点。进而

(in  turn)，几何中心指所有以下直线的交叉点，所述直线将给定区域分成对各条线等力矩

的2个部分。换言之，几何中心可以说是给定区域所有点的均值(即算术平均数)。类似地，线

或轨迹是通过并二等分接触延伸区域的接触的中线。

[0067] 内侧间室220和外侧间室222都可以包括驻留点234及236。驻留点234及236可分别

包括沿着内侧关节轨迹228和外侧关节轨迹226的最远点。如下表1所示，内侧间室220可以

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组件212最前点A到胫骨承载组件212最后点P所测量的胫骨承

载组件212总前后范围T的约61％-约66％的距离的内侧驻留点234。

[0068]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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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如表2所示，外侧间室222可以配置成具有处在从胫骨承载组件212最前点A到最后

点P所测量的胫骨承载组件212总前后范围T的约65％-约69％的距离的外侧驻留点236。

[0072] 如图5所示，后部空槽218经调整尺寸和位置(sized  and  positioned)以在植入胫

骨承载组件212后适合后十字韧带。髁间隆起224可包括关节面214的髁间脊，其可以置于内

侧与外侧间室220、222之间。髁间隆起224一般能从后部空槽218到前部缓冲空间219前后延

伸。因此，由髁间隆起224限定的髁间脊可以置于内侧与外侧的碟形的内侧和外侧间室220、

222之间，并占据其间的可用前后空间。

[0073] 图5A以冠状面显示通过承载组件的横截面，并阐明内侧间室220和外侧间室222的

每一个的内侧-外侧半径R1及R2。根据不同实施例，就内侧和外侧而言，这些半径可以相同或

不同。图5A额外阐明远端面215、外围216和髁间隆起224。如图5A所示，可以使外围216成形

以紧密配合胫骨托件侧壁(未显示)的对应特征，如从而产生过盈配合。

[0074] 图5B和5C更详细显示胫骨承载组件212内侧，包括内侧间室220。如图5C所示，胫骨

承载组件212可具有约9mm-约13mm的前唇高度，从驻留点234到内侧间室220的最近端点测

量所述前唇高度。图5C以沿着矢状平面的横截面显示内侧间室220，并显示内侧间室220可

具有单一矢状半径RSM。

[0075] 图6和6A更详细显示胫骨承载组件212外侧面，包括与图5 - 5 C不同视角

(perspective)的外侧间室222。图6显示，外侧间室222可具有前部230和后部232。回忆图5，

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212横截面上时，前部230能限定外侧关节轨迹226为名义上的直线

231。当投影到胫骨承载组件212横截面上时，后部232可以限定外侧关节轨迹226为朝向内

侧间室220的曲线233。图6A以横截面显示外侧间室222，并显示外侧间室222可在前部具有

第一矢状半径RSL1且在后部具有第二矢状半径RSL2，第一矢状半径RSL1与第二矢状半径RSL2之

间的转换由线P指示。

[0076] 本文所述胫骨承载组件和股骨组件可以作为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和股骨组件家族

分别各自可用。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可具有相同设计类别(如成形为十字韧带恢复)且具有不

同标准尺寸(如从小尺寸A到最大尺寸J)。类似地，股骨承载组件家族可具有相同设计类别

(如成形为与十字韧带保留型胫骨承载组件连接)且具有不同标准尺寸(如从小尺寸1到最

大尺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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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图7显示胫骨组件312家族相对于股骨组件314家族的尺寸分级表。更具体地，该尺

寸分级表显示股骨组件314家族可以具有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1-12。如前所讨论和阐述，

各股骨组件可具有相同设计类别且可以包括内侧髁和外侧髁。胫骨组件312家族可以具有

至少9种不同标准尺寸A-J。如图7所示，胫骨承载组件313家族可以配置成存在11种标准尺

寸且胫骨组件家族的至少9种不同标准尺寸的组合与股骨组件314家族的至少12种不同标

准尺寸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如促进与天然膝盖类似的所需连接)。图7还阐明胫骨承载

组件的11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9种与胫骨组件的12种标准尺寸中不超过2种相容。根据进一

步的实施例，股骨组件314家族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10种能与胫骨承载组件313家

族的至少9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8种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另外，股骨组件314家族的至少

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8种能与胫骨承载组件313家族的至少9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6种兼

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根据进一步的实施例，股骨组件家族的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不

超过4种能与胫骨承载组件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中的2种兼容而一起可操作使用。

[0078] 此重叠的尺寸分级和提供许多不同兼容尺寸可以有益处，包括提供稳定性增加的

股骨组件内侧髁。例如，通过具有胫骨承载组件家族和股骨组件家族，前者可包括至少11种

不同标准尺寸且后者可包括至少12种不同标准尺寸，有24种不同的可能的可操作组合，在

最坏情况下，伸直的股骨组件与胫骨承载组件之间的内侧一致性能具有1.1:1的一致性比

例，超过半数(54％)的胫骨承载组件家族的尺寸与股骨组件家族的尺寸之间的可操作组合

可以具有1:1的一致比例。“一致性”(在膝假体背景下也称为“一致”或“一致比例”)指矢状

平面中凸的股骨髁与对应的凹的胫骨关节间室之间曲率的类似性。因此，一致性比例可包

括内侧胫骨承载间室矢状半径与内侧股骨髁矢状半径之间的类似性比例。

[0079] 此外，具有重叠的尺寸分级和提供许多不同的兼容尺寸(单独和/或除了使间室成

形之外，使用之前讨论的方面进行，以更好符合髁)可适合(provide  for)股骨组件内侧髁

与胫骨承载组件内侧间室之间增加的接触区域。因此，股骨组件可以具有更高的相对于内

侧髁的稳定性。这类接触区域402(内侧间室接触区域)和404(外侧间室接触区域)的示例示

于图8，其显示胫骨承载组件412的关节面414在不同屈曲角度接触股骨组件。表3显示来自

胫骨承载组件和股骨组件家族的不同尺寸的股骨组件及胫骨承载组件组合可以实现排列，

其中在股骨组件0°屈曲，内侧间室总表面积的最少31％能被接触，在股骨组件45°屈曲，内

侧间室总表面积的最少13％能被接触。

[0080]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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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根据表3所示的实施例，可以配置不同尺寸的股骨租金和胫骨承载组件的组合，使

得在股骨组件0°屈曲时，内侧间室总表面积的约31％-约63％与股骨组件内侧髁接触。换言

之，可以相对于内侧髁配置内侧间室，在股骨组件0°屈曲时，所述内侧间室总表面积的约

31％-约63％与股骨组件内侧髁接触。

[0083] 额外说明

[0084] 上面的详细描述包括参考附图，其形成详细描述的部分。附图以阐述方式显示特

定实施方案，其中能实践本发明。这些实施方案也在本文称为“实施例”。这类实施例可包括

除了所示或所述的那些之外的要素。然而，本发明者也考虑仅提供所示或所述要素的实施

例。此外，本发明者还考虑使用所示或所述要素任何组合或排列的实施例(或其一个或多个

方面)，关于特定实施例(或其一个或多个方面)或关于本文所示或所述其它实施例(或其一

个或多个方面)。

[0085] 本文档中，使用术语“一(a)”或“一(an)”与专利文献中一样，包括一种或多于一

种，独立于任何其它例子或使用“至少一种”或“一种或多种”。本文档中，除非另有说明，术

语“或”用于指非排他性或从而“A或B”包括“A但非B”、“B但非A”以及“A和B”。本文档中，术语

“包括”和“在其中”用作各术语“包含”及“其中”的简明英语等价物。同样，在以下权利要求

中，术语“包括”和“包含”是开放式的，即包括权利要求中该术语后所列那些之外的要素的

系统、装置、物品、组合物、配制物或工艺仍视作在该权利要求范围内。此外，在以下权利要

求中，术语“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仅用作标签，不意在将数值要求施加于其对象。

[0086] 上面的描述意在阐述，而不是限制。例如，上述实施例(或其一个或多个方面)能彼

此联用。能使用其它实施例，如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回顾上面的描述。提供摘要以符合

37C.F.R.§1.72(b)，从而使读者能迅速确定技术公开的性质。应理解，其不用于解释或限制

权利要求范围或意义。同样，在上面的详细描述中，多种特征能聚集到一起以使公开内容合

理化。这不应解释为指未要求权利的公开特征对任何权利要求必要。相反，本发明主题可能

不太在于具体公开实施例的所有特征。因此，下列权利要求在此作为实施例或实施方案纳

入详细描述，各权利要求自身作为分开的实施例，预计这类实施例能以多种组合或排列彼

此联合。本发明范围应参考所附权利要求以及这类权利要求所述等价物的全范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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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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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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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B

图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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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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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图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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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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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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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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