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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部固定系统，包括：

第一斯氏螺钉，所述第一斯氏螺钉包括限定无螺纹的第一外部表面的第一轴，其中所

述第一轴沿第一中心轴线伸长，使得所述第一外部表面围绕所述第一中心轴线旋转，所述

第一斯氏螺钉还包括从所述第一轴延伸的第一螺纹区域，所述第一螺纹区域呈现出被配置

成锚固到骨中的外部螺纹；

第二斯氏螺钉，所述第二斯氏螺钉限定具有无螺纹的第二外部表面的第二轴，所述第

二斯氏螺钉还限定从所述第二轴延伸的第二螺纹区域，所述第二螺纹区域呈现出被配置成

锚固到骨中的外部螺纹；

至少一个支撑棒，所述支撑棒包括导电材料；以及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一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的第一夹钳，以及被配置成附

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的第二夹钳，从而相对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

固定地支撑所述第一斯氏螺钉和所述第二斯氏螺钉中的每一个，

其中至少所述第一斯氏螺钉包括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并且不附接

至所述第一螺纹区域的电绝缘材料，所述电绝缘材料在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之

前被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其中所述第一夹钳被配置成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

述第一轴，并且所述电绝缘材料粘附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其中所述电绝缘

材料被配置为具有由所述电绝缘材料制成的基底和设置在所述基底的一个表面上的粘合

剂的胶带，使得所述粘合剂将所述胶带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其中所述

胶带围绕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围绕所述第一中心轴线缠绕至少一整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带为基本上无孔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包含聚酰亚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轴沿第二中心轴线伸

长，使得所述第二外部表面围绕所述第二中心轴线旋转，并且所述胶带围绕所述第二外部

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围绕所述第二中心轴线缠绕至少一整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斯氏螺钉和所述第二斯

氏螺钉中的每一个包含钛、不锈钢、或它们的合金。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固定系统配置成使得当

其放置在具有基本上1.5特斯拉场强的磁场中，并且射频脉冲引入所述磁场中时，所述第一

螺纹区域和所述第二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均不超过6摄氏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具有3mm、4mm和5mm中的一

个的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包括单个支

撑棒，并且所述第一夹钳和所述第二夹钳中的每一个被配置成沿所述单个支撑棒附接至不

同的位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包括第一支

撑棒和第二支撑棒，所述第一夹钳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一支撑棒，所述第二夹钳被配置

成附接至所述第二支撑棒；以及桥，所述桥附接至所述第一支撑棒和所述第二支撑棒中的

每一个，以便将所述第一支撑棒和所述第二支撑棒相对于彼此固定地固定。

10.一种制造具有第一斯氏螺钉和第二斯氏螺钉的类型的外部固定系统的方法，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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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氏螺钉包括限定无螺纹的外部表面的轴和从所述轴延伸的螺纹区域，所述螺纹区域呈现

出被配置成锚固到第一骨构件中的外部螺纹，其中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轴沿中心轴线伸

长，所述系统还具有：至少一个支撑棒，所述支撑棒包括导电材料；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

一斯氏螺钉的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的第一夹钳；以及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二斯

氏螺钉的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的第二夹钳，从而相对于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固定

地支撑所述第一斯氏螺钉和所述第二斯氏螺钉中的每一个，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电绝缘材料施加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使得所述电绝缘材

料不附接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螺纹区域，所述电绝缘材料在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

一斯氏螺钉的轴之前被附接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外部表面，其中所述第一夹钳被配置成

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轴，其中所述电绝缘材料包括具有第一相

对表面和第二相对表面的基底以及由所述第一相对表面承载的粘合剂，并且所述施加步骤

还包括将所述第一相对表面粘附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的步骤；以

及

将所述第一相对表面附接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围绕所述第

一斯氏螺钉的中心轴线至少一圈。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斯氏螺钉的轴沿中心轴线伸

长，所述方法还包括将所述第一相对表面附接至所述第二斯氏螺钉的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

分、围绕所述第二斯氏螺钉的中心轴线至少一圈的步骤。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材料包含聚酰亚胺。

13.一种配置成使腕关节稳定的外部固定系统，所述外部固定系统包括：

第一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限定无螺纹的第一外部表面的第一

轴，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还包括从所述第一轴延伸的第一螺纹区域，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前臂骨中的外部螺纹，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电绝缘材料，其

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并且不附接至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第二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限定具有无螺纹的第二外部表面的第二

轴，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还限定从所述第二轴延伸的第二螺纹区域，所述第二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掌部骨中的外部螺纹；

支撑棒，所述支撑棒包括导电材料；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支撑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第一夹钳，其

中所述电绝缘材料在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之前被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以及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支撑棒两者的第二夹钳，

其中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被配置成使得当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和所述支撑

棒两者时，以及当所述第二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支撑棒两者时：1）所述第一外部

固定骨锚和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中的每一个被相对于所述支撑棒固定地支撑，并且2）使

所述前臂骨与所述掌部骨分开的所述腕关节稳定。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和所述

第二外部固定骨锚包括斯氏螺钉。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粘附至所述第

一轴的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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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被配置为具有

由所述电绝缘材料制成的基底和设置在所述基底的一个表面上的粘合剂的胶带，使得所述

粘合剂将所述胶带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固定系统配置成放置

在具有1.5特斯拉场强的磁场中，并且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还配置成使得当射频脉冲引入所

述磁场中时，所述第一螺纹区域和所述第二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均不超过6摄氏度。

18.一种配置成使踝关节稳定的外部固定系统，所述外部固定系统包括：

第一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限定无螺纹的第一外部表面的第一

轴，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还包括从所述第一轴延伸的第一螺纹区域，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小腿骨中的外部螺纹，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电绝缘材料，其

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并且不附接至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第二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限定具有无螺纹的第二外部表面的第二

轴，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还限定从所述第二轴延伸的第二螺纹区域，所述第二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脚部骨中的外部螺纹；

支撑棒，所述支撑棒包括导电材料；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支撑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第一夹钳，其

中所述电绝缘材料在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之前被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以及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支撑棒两者的第二夹钳，

其中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被配置成使得当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和所述支撑

棒两者时，以及当所述第二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支撑棒两者时：1）所述第一外部

固定骨锚和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中的每一个被相对于所述支撑棒固定地支撑，并且2）使

所述小腿骨与所述脚部骨分开的所述踝关节稳定。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被配置为具有

由所述电绝缘材料制成的基底和设置在所述基底的一个表面上的粘合剂的胶带，使得所述

粘合剂将所述胶带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2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固定系统配置成放置

在具有1.5特斯拉场强的磁场中，并且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还配置成使得当射频脉冲引入所

述磁场中时，所述第一螺纹区域和所述第二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均不超过6摄氏度。

21.一种配置成使膝关节稳定的外部固定系统，所述外部固定系统包括：

第一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限定无螺纹的第一外部表面的第一

轴，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还包括从所述第一轴延伸的第一螺纹区域，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大腿骨中的外部螺纹，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电绝缘材料，其

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并且不附接至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第二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限定具有无螺纹的第二外部表面的第二

轴，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还限定从所述第二轴延伸的第二螺纹区域，所述第二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小腿骨中的外部螺纹；

至少一个支撑棒，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包括导电材料；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第

一夹钳，其中所述电绝缘材料在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之前被附接至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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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以及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的第二夹钳，

其中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被配置成使得当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和所述至少

一个支撑棒两者时，以及当所述第二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

时：1）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和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中的每一个被相对于所述至少一个

支撑棒固定地支撑，并且2）使所述大腿骨与所述小腿骨分开的所述膝关节稳定。

2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被配置为具有

由所述电绝缘材料制成的基底和设置在所述基底的一个表面上的粘合剂的胶带，使得所述

粘合剂将所述胶带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23.根据权利要求22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固定系统配置成放置

在具有1.5特斯拉场强的磁场中，并且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还配置成使得当射频脉冲引入所

述磁场中时，所述第一螺纹区域和所述第二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均不超过6摄氏度。

24.一种配置成使骶髂关节稳定的外部固定系统，所述外部固定系统包括：

第一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限定无螺纹的第一外部表面的第一

轴，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还包括从所述第一轴延伸的第一螺纹区域，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第一骶骨中的外部螺纹，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包括电绝缘材料，

其附接至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并且不附接至所述第一螺纹区域；

第二外部固定骨锚，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限定具有无螺纹的第二外部表面的第二

轴，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还限定从所述第二轴延伸的第二螺纹区域，所述第二螺纹区域

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第二骶骨中的外部螺纹；

至少一个支撑棒，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包括导电材料；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第

一夹钳，其中所述电绝缘材料在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之前被附接至所述第一

轴；以及

被配置成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的第二夹钳，

其中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被配置成使得当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一轴和所述至少

一个支撑棒两者时，以及当所述第二夹钳附接至所述第二轴和所述至少一个支撑棒两者

时：1）所述第一外部固定骨锚和所述第二外部固定骨锚中的每一个被相对于所述至少一个

支撑棒固定地支撑，并且2）设置在所述第一骶骨与所述第二骶骨之间的所述骶髂关节稳

定。

25.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被配置为具有

由所述电绝缘材料制成的基底和设置在所述基底的一个表面上的粘合剂的胶带，使得所述

粘合剂将所述胶带附接至所述第一轴的所述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26.根据权利要求25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固定系统配置成放置

在具有1.5特斯拉场强的磁场中，并且所述外部固定系统还配置成使得当射频脉冲引入所

述磁场中时，所述第一螺纹区域和所述第二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均不超过6摄氏度。

27.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带限定与所述一个表面

相对的第二表面，以及从所述一个表面到所述第二表面测得的厚度，所述厚度在0.025mm和

0.155m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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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支撑

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

29.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钳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

至所述第一斯氏螺钉的轴。

30.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支撑

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

31.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支撑

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

32.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支撑

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

33.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夹钳附接至所述支撑

棒且在所述电绝缘材料处附接至所述第一轴。

3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包含聚酰亚

胺。

35.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包含聚酰亚

胺。

36.根据权利要求21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包含聚酰亚

胺。

37.根据权利要求24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绝缘材料包含聚酰亚

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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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射频屏蔽的外部固定系统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专利申请要求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序列号13/837 ,598的优先

权，其公开内容据此以引用方式并入，如同全文示出于本文中一样。

背景技术

[0003] 骨固定系统可包括外部骨固定系统，该外部骨固定系统通常附接至两个或更多个

骨构件，以便稳定骨构件并促进愈合。外部骨固定系统可应用于治疗粉碎性骨折、关节内骨

折和/或不稳定性骨折。因此，骨构件可为断裂的骨节段，或可另选地为相对于彼此稳定的

两个不同骨，例如脊椎。典型的外部固定系统可包括多个骨锚，所述多个骨锚被配置成被驱

动穿过表皮表面并进入相应的骨构件中。例如，骨锚通常被配置为具有一定长度的骨螺钉，

诸如斯氏螺钉(Schanz  screw)，该长度足以使得斯氏螺钉在锚固在相应的骨构件中时从表

皮延伸出去。

[0004] 外部固定系统还可包括至少一个支撑棒和至少一组夹钳，所述一组夹钳被配置成

直接或间接地在表皮表面外侧的位置处固定至棒和骨锚，从而相对于棒固定骨锚，并且相

对于固定至棒的其他骨固定构件支撑各个骨固定构件。外部固定系统还可包括夹钳，所述

夹钳被配置成固定至一对棒，以便将该对棒中的每一个固定至另一个。外部固定系统还通

常包括耦接构件，所述耦接构件被配置成附接至支撑棒和一个或多个斯氏螺钉，使得斯氏

螺钉，以及因此骨构件，由棒支撑与相应的骨构件处于固定状态。

[0005] 常规的支撑棒、夹钳和骨固定构件通常由导电和导热材料不锈钢、钛、它们的合金

或任何合适的替代金属制成。尽管支撑棒可由非铁磁材料诸如铝或碳制成，但外部固定系

统与该外部固定系统所植入的软组织结合可限定闭合电回路。因此，当外部固定系统经受

磁共振成像(MRI)系统的磁场(通常具有在1.5特斯拉和3.0特斯拉之间并包括1.5特斯拉和

3.0特斯拉的强度，但范围可为最高8.0特斯拉并包括8.0特斯拉)和射频脉冲时，在闭合电

回路中可感应出电流。电流流动可导致导热斯氏螺钉的温度在患者的体内显著上升，从而

导致组织疼痛和损伤。

[0006] 已提出了据称在植入暴露于MRI的RF场时减少或防止电流的外部固定系统。例如，

美国专利7,527,626公开了棒和/或夹钳可包括碳芯和通过树脂传递模塑施加至碳芯上的

聚合物绝缘外皮。该专利认识到，棒的碳芯的尺寸“必须”被减小，使得所得产品在向其施加

外皮时具有与外部固定系统中常用的棒相同的尺寸。因此，芯由较高模量碳纤维制成。因

此，外皮可增加外部固定系统制造的成本和复杂性。

发明内容

[0007] 根据一个实施例，外部固定系统包括第一斯氏螺钉，该第一斯氏螺钉包括限定无

螺纹的第一外部表面的第一轴。第一斯氏螺钉还可包括从第一轴延伸的第一螺纹区域，该

第一螺纹区域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骨中的外部螺纹。外部固定系统还可包括第二斯氏螺

钉，该第二斯氏螺钉包括限定无螺纹的第二外部表面的第二轴。第二斯氏螺钉还可包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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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轴延伸的第二螺纹区域，该第二螺纹区域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骨中的外部螺纹。外

部固定系统还可包括包含导电材料的至少一个支撑棒。外部固定系统还可包括被配置成附

接至第一轴和至少一个支撑棒的第一夹钳和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轴和至少一个支撑棒的

第二夹钳，从而相对于至少一个支撑棒固定地支撑第一斯氏螺钉和第二斯氏螺钉中的每一

者。至少第一斯氏螺钉可包括附接至第一外部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且不附接至第一螺纹区域

的电绝缘材料层。

附图说明

[0008] 结合附图进行阅读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前述发明内容和以下对本申请的撒布机系

统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为示出本申请的撒布机系统的目的，附图中示出示例性实

施例。然而，应当理解，本专利申请并不局限于所示出的精确的布置方式和工具。在附图中：

[0009] 图1是示出为锚固到骨中的外部固定系统的透视图；

[0010] 图2A是沿线2A-2A截取的图1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的一部分的剖面透视图；

[0011] 图2B是沿线2B-2B截取的图1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的一部分的剖面透视图；

[0012] 图3A是根据一个实施例构造的外部固定系统的第一斯氏螺钉的透视图；

[0013] 图3B是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构造的外部固定系统的第一斯氏螺钉的透视图；

[0014] 图3C是图3A中所示的第一斯氏螺钉的胶带的平面图；

[0015] 图4A是如图1中所示但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构造的外部固定系统的透视图；

[0016] 图4B是如图1中所示但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构造的外部固定系统的透视图；

[0017] 图4C是如图1中所示但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构造的外部固定系统的透视图；

[0018] 图4D是如图1中所示但根据另一个实施例构造的外部固定系统的透视图；

[0019] 图5A是设置在MRI管中的患者的示意图，其中外部固定系统附接至患者的解剖结

构并设置在MRI管中；并且

[0020] 图5B是设置在MRI管中的患者的示意图，其中外部固定系统附接至患者的解剖结

构并设置在MRI管外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列描述中所使用的某些术语仅为了方便起见且并非限制性的。词汇“右”、“左”、

“下”和“上”指定附图中的方向，以此作为参照。词汇“内部”或“远侧”和“外部”或“近侧”是

指分别朝向和远离植入物及其相关部分的几何中心的方向。所述词汇“前”、“后”、“上”、

“下”、“内侧”、“外侧”和相关词汇和/或短语用于指示所参照的人体内的各种位置和取向，

并不具有限制意义。所述术语包括以上列举的词汇、它们的派生词以及具有类似含义的词

汇。

[0022] 参见图1，骨植入物可被配置为骨固定系统。骨固定系统继而可被配置为外部骨固

定系统，也称为外部固定系统20，该外部固定系统20被配置成相对于第二骨构件22b稳定地

支撑第一骨构件22a。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可为相同骨或不同骨。根据图1中所

示出的实施例，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为骨22诸如长骨的骨节段，并且被骨22的

骨间隙22c诸如骨折彼此分开。外部固定系统20可包括被配置成例如在第一骨构件22a处附

接至骨的第一至少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4和被配置成例如在第二骨构件22b处附接至骨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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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少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6。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至少一个骨锚24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

至相同骨构件例如第一骨构件22a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并且至少一个骨锚26可

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相同骨构件例如第二骨构件22b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

[0023] 因此，应当理解，外部固定系统20可包括被配置成锚固到骨中的至少第一骨锚和

第二骨锚。第一骨锚和第二骨锚可锚固到相同骨构件中(例如，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

24b，以及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或者可锚固到不同骨构件中(例如，第一骨锚24a和

第二骨锚26b，以及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4b)。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外部固定骨锚24和

26中的每一个可被配置为螺钉，诸如斯氏螺钉或K线材，并且可包括限定可无螺纹的外部表

面32(还参见图2A)的轴30和从轴30延伸的螺纹区域34，该螺纹区域34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

到骨中以便将螺纹区域34锚固到骨中的外部螺纹36。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和第二至少一个

骨锚26被配置，使得当螺纹区域34被驱动进入骨时，轴30从表皮23(参见图5A-5B)延伸出

去。虽然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示出为包括螺纹区域34，但是应当理

解，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可另选地被配置为无螺纹区域的销。

[0024] 虽然示例性实施例包括附接至第一骨构件22a的第一锚24a和第二锚24b，以及附

接至第二骨构件22b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但是应当理解，外部固定系统可根据需

要包括任何数量的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的骨锚，诸如一个或多

个骨锚。如将从下面的描述中了解到的，至少一个，诸如多个，至多全部的骨锚24和26可包

括至少一个电绝缘材料层，该至少一个电绝缘材料层附接至相应的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

分，使得电绝缘材料不附接至相应的螺纹区域34。

[0025] 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至少一个支撑棒38，所述支撑棒38从与第一骨构件22a

对齐的第一位置延伸，并跨越骨间隙22c至与第二骨构件22b对齐的第二位置。至少一个支

撑棒38被配置成相对于骨锚24和26固定地固定。例如，至少一个支撑棒38可包括第一支撑

棒38a、第二支撑棒38b、以及第三支撑棒38c。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可附接至第一支

撑棒38a，并且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可附接至第二支撑棒38b。第一棒38a和第二棒

38b中的每一个可附接至第三支撑棒38c，使得第一棒38a和第二棒38b相对于彼此固定地固

定。因为骨锚24可固定地固定至第一支撑棒38a，并且骨锚26可固定地固定至第二支撑棒

38b，所以骨锚24和26可相对于彼此固定地固定。虽然骨锚24和26示出为分别附接至第一支

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但是应当理解，骨锚24和26可另选地附接且固定地固定至跨越

骨间隙22c的单个支撑棒。应当理解，当附接至相应的外部固定骨锚时，支撑棒38可设置在

表皮23外侧。

[0026] 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骨锚24a-b和26a-b中的第一个的第一

至少一个第一夹钳40和被配置成附接至骨锚24a-b和26a-b中的第二者的第二至少一个夹

钳42。第一至少一个夹钳40和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进一步被配置成附接到至少一个支撑棒

38，以便将所附接的骨锚固定地固定至至少一个支撑棒38。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一至少

一个夹钳40可包括第一夹钳40a和第二夹钳40b，它们各自被配置成附接至骨锚24和26中的

任一个。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一夹钳40a附接至第一骨锚24a，并且第二夹钳40b附接至

第二骨锚24b。另外，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可包括第一夹钳42a和第二

夹钳42b，它们各自被配置成附接至骨锚24和26中的任一个。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一夹

钳42a附接至第一骨锚26a，并且第二夹钳42b附接至第二骨锚26b。如将从下面的描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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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的，夹钳40和42被配置成在相应的轴30处，例如在相应的无螺纹外部表面32处，附接至

相应的骨锚24和26。如上所述，骨锚24和26被配置，使得轴30从表皮23(参见图5A-5B)在螺

纹区域34被驱动进入骨时延伸出去。因此，夹钳40和42可设置在表皮23外侧。

[0027] 夹钳40和42中的每一个可被配置成附接至至少一个支撑棒38。例如，夹钳40和42

中的每一个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中的每一个。根据所示出的

实施例，第一夹钳40a附接至第一支撑棒38a，并且第二夹钳40b附接至第一支撑棒38a。夹钳

40可被紧固至相应的骨锚24和第一支撑棒38a，以便固定地固定至相应的骨锚24并且固定

地固定至第一支撑棒38a。另外，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一夹钳42a附接至第二支撑棒38b，

并且第二夹钳42b附接至第二支撑棒38b。夹钳42可紧固至相应的骨锚26和第二支撑棒38b，

以便固定地固定至相应的骨锚26并且固定地固定至第二支撑棒38b。在其中至少一个支撑

棒38限定单个支撑棒的实施例中，夹钳40和42中的每一个可被配置成在沿该单个支撑棒的

不同位置处附接且固定地固定至该单个支撑棒。

[0028] 继续参见图1，外部固定系统20可包括被配置成将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

38b相对于彼此固定地固定的桥44。桥44可包括第三支撑棒38c和至少一个第三夹钳，该至

少一个第三夹钳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三支撑棒38c和第一支撑棒38a的第一夹钳48a和

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三支撑棒38c和第二支撑棒38b的第二夹钳48b。具体地，第一夹钳48a和

第二夹钳48b中的每一个可限定相应的第一通道49a和第二通道49b。通道49a和49b可根据

需要被定向成相对于彼此基本上平行或成角度地偏置，并且可被设定尺寸，以便分别接收

第三支撑杆38c和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中相应的一个。夹钳48a和48b可被紧固

至相应的第三支撑棒38c和相应的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以便相对于第一支撑

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固定地固定第三支撑棒38c，从而将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

38b彼此固定地固定。

[0029] 现在参见图2A-2B，示出了夹钳40a，应当理解，夹钳40a可代表夹钳40b和42a-b中

的一个或多个至最多所有。因此，夹钳40a的描述可根据需要应用于外部固定系统20的所有

其他夹钳。夹钳40a可包括限定第一通道52a和第二通道52b的夹钳主体50。第一通道52a被

配置成例如在轴部30处接收相应的骨锚，诸如骨锚24a。例如，夹钳主体50可包括限定第一

通道52a的第一内表面54。内表面54可抵靠轴30紧固，以便将骨锚24a固定地固定至夹钳

40a。根据一个实施例，内表面54可由夹钳主体50的第一夹钳构件56a和第二夹钳构件56b限

定。第一夹钳构件56a和第二夹钳构件56b可被偏压在一起，以便抵靠轴30紧固内表面54。应

当理解，内表面54可为有纹理的，以便增加内表面54相对于轴30的夹持。

[0030] 相似地，第二通道52b被配置成接收至少一个支撑棒38，诸如相应的第一支撑棒

38a。例如，夹钳主体50可包括限定第二通道52b的第二内表面58。第二内表面58可抵靠轴第

一支撑棒38a紧固，以便将第一支撑棒38a固定地固定至夹钳40a。根据一个实施例，内表面

58可由夹钳主体50的第三夹钳构件60a和第四夹钳构件60b限定。第三夹钳构件60a和第四

夹钳构件60b可被偏压在一起，以便抵靠第一支撑棒38a紧固内表面58。应当理解，内表面58

可为有纹理的，以便增加内表面58对轴第一支撑棒38a的夹持。

[0031] 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夹钳40a可包括具有头部64和从头部64延伸出去的轴66的

紧固件63。轴66可带有与夹钳主体50的螺纹表面71的螺纹70相配合的螺纹68。头部64的尺

寸被设定成邻接夹钳主体52的邻接表面73。第一内表面54和第二内表面58可设置在邻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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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73和螺纹表面71之间。因此，当紧固件63相对于夹钳主体50在第一方向上旋转时，邻接表

面73和螺纹表面71被拉向彼此，从而导致内表面54和58分别对轴30和第一支撑棒38a进行

挤压，从而防止骨锚和第一支撑棒38a在相应的通道52a和52b内相对于夹钳主体50移动。当

紧固件63相对于夹钳主体50在与第一方向相反的第二方向上旋转时，头部64和邻接表面73

之间的间隙使内表面54和58与轴30和第一支撑棒38a松开，从而允许骨锚24和第一支撑棒

38a在相应的通道52a和52b内移动。

[0032] 至少一个支撑棒38，包括第一支撑棒38a、第二支撑棒38b和第三支撑棒38c，可全

部由导电材料制成，并且例如至少在上述第一骨锚和第二骨锚及其之间的位置处可不含任

何绝缘材料，但是应当理解，棒38a-c可根据需要包括绝缘材料。夹钳40、42和48可同样由导

电材料制成，诸如不锈钢、钛以及它们的合金。夹钳40、42和48也可不含绝缘材料，但是应当

理解，夹钳40、42和48可根据需要包括绝缘材料。此外，虽然已根据一个实施例描述了外部

固定系统20，但是应认识到，根据需要包括任何数量的骨锚、支撑棒和相应的夹钳，根据需

要限定必要的任何构型和布置的外部固定系统是可用的。因此，本公开不限于本文所述的

外部固定系统20。

[0033] 现在参见图3A-B，示出了第一骨锚24a，应当理解，骨锚24a可代表骨锚24b和26中

的一个或多个至最多所有。因此，骨锚24a的描述可根据需要应用于外部固定系统20的所有

其他骨锚。骨锚24可沿中心轴线25伸长，该中心轴线25可限定轴向。骨锚24可包括沿中心轴

线25伸长的轴30和从轴30延伸且沿中心轴线25伸长的螺纹区域34。轴的至少一部分的外部

表面32可围绕第一中心轴线旋转。骨锚24还可包括从螺纹区域34延伸的尖端35。尖端35可

为渐缩的，并且可包括至少一个切割凹槽，所述至少一个切割凹槽被配置成产生进入骨的

孔。另选地，骨锚24可没有切割凹槽。因此，孔穴可预先钻入骨中，并且螺纹区域可被驱动进

入该预钻孔中。

[0034] 应当理解，可配置轴30、螺纹区域34和(如果包括的话)尖端，以根据需要限定任何

合适的尺寸和形状。例如，轴30可限定第一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1，第一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1

可为沿垂直于中心轴线25的方向的直径。螺纹区域34可限定第二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2，第

二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2可为小于第一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1的直径。另选地，第一最外侧横

截面尺寸D1可基本上等于第二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2。另选地，轴30可包括限定第一最外侧

横截面尺寸D1的第一部分31a和可限定第二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2的第二部分31b。

[0035] 轴30限定第一终端诸如近侧端部30a，和沿中心轴线25与近侧端部30a间隔开且相

对的第二或远侧端部30b。轴30可限定肩部33，所述肩部33限定第一部分31a和第二部分31b

之间的接合部。近侧端部30a可由第一部分31a限定，并且远侧端部30b可由第二部分31b限

定，使得肩部33设置在近侧端部30a和远侧端部30b之间。另选地，轴30可没有肩部33，并且

可限定从近侧端部30a至远侧端部30b基本上恒定的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1。近侧端部30a可

根据需要限定任何合适的接合构件，接合构件被配置成附接至驱动器械，驱动器械被配置

成旋转骨锚24a，以便驱动螺纹区域34进入骨。

[0036] 螺纹区域34限定近侧端部34a和沿中心轴线25与近侧端部34a间隔开且相对的远

侧端部34b。近侧端部34a可从远侧端部30b一体且整体地延伸，使得螺纹区域34与轴30为一

体和整体的。尖端35，当存在时，可从远侧端部34b延伸，以便与螺纹区域34和轴30中的每一

个为一体和整体的。仅以举例的方式，骨锚24a可根据需要沿中心轴线25从尖端至轴的近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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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部30a限定任何长度，例如在具有约60mm的下限和约250mm的上限的范围内。横截面尺寸

D1和D2可在约2mm和约8mm之间，包括约3mm、约4mm以及约5mm。

[0037] 继续参见图3A-3C，骨锚24a可包括电绝缘材料84，电绝缘材料84可被配置为电绝

缘材料84的层82，层82可附接至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而不附接至螺纹区域34。例如，

电绝缘材料84的层82可粘附至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例如，层82可在肩部33和近侧端

部30a之间的位置处附接至外部表面。层82可例如如上所述被接收在夹钳40a的相应通道

52a中，使得通道52a的内表面紧固至层82，以便将骨锚24a固定地固定在其中。另选地，通道

52a的内表面可直接抵靠轴30的外部表面32紧固，例如如果层终止在与通道52a的内表面间

隔开的位置处。

[0038] 根据一个实施例，电绝缘材料84被配置为具有由绝缘材料84制成的基底88和设置

在基底88的一个表面88a上的粘合剂90的胶带86，使得粘合剂90附接至外部表面32，以便将

胶带86附接至轴30的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基底88，以及因此胶带86，可限定表面88a。

此外，基底88，以及因此胶带86，可限定背对表面88a的第二表面88b，使得胶带86沿垂直于

中心轴线25的方向限定从表面88a至第二表面88b测量的厚度。胶带86的厚度可在约1密耳

和约6密耳之间，例如在约2密耳和约4密耳之间，包括约2.5密耳和约3.5密耳。因此，胶带86

的厚度可在约0.025mm和约0.155mm之间，例如在约0.05mm和约0.1mm之间，包括约0.0635mm

和约0.09mm。根据一个实施例，胶带86的厚度可在具有0.064mm和0.6mm的范围中的下限。因

此，在一个示例中，胶带86的厚度可被限定为在轴30的第一最外侧横截面尺寸D1的约0.5％

和约30％的范围内。然而，应当理解，胶带86可根据需要具有适用于提供在外部固定系统中

的相应的轴和相应的螺纹区域之间的相应的骨锚的射频屏蔽的任何厚度。胶带86的较小厚

度可允许轴30的横截面尺寸相对于适于包含在外部固定系统中的现有骨锚可为不变的。因

此，轴30可包括与适于包含在外部固定系统中的现有骨锚相同的抗弯刚度和扭转稳定性，

而无需改变轴30的材料。电绝缘材料84，以及因此胶带86，可为基本上无孔且非铁磁性的。

例如，根据一个实施例，电绝缘材料84可为聚酰亚胺，或根据需要为任何合适的替代绝缘材

料。

[0039] 胶带86可围绕第一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围绕中心轴线25缠绕至少一整圈。例

如，如图3A中所示，沿中心轴线25的胶带86的相邻圈94可相对于沿垂直于中心轴线的方向

延伸穿过胶带86至中心轴线25的线彼此重叠。另选地，沿中心轴线25的胶带86的相邻圈94

可沿平行于中心轴线25的方向彼此相邻设置，使得骨锚24a不限定沿垂直于中心轴线的方

向延伸至中心轴线且经过胶带86的相邻圈94的线。胶带86可限定近侧端部86a和远侧端部

86b，近侧端部86a和远侧端部86b可沿中心轴线25在它们之间限定任何合适的距离。例如，

如图3B中所示，该距离可适于使得胶带86可围绕中心轴线25缠绕一个圈94。例如，胶带86可

限定相对边缘86c和86d，边缘86c和86d可彼此邻接，或可彼此重叠，例如如果胶带86围绕中

心轴线25延伸多于一个圈94时。因此，可以说，胶带86可围绕中心轴线25至少一个圈94，以

便将粘合剂90附接至外部表面32。应当理解，电绝缘材料84可施加至轴30的外部表面32的

至少一部分。例如，可将电绝缘材料84喷涂到轴30的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上并且使其

干燥。又如，可将轴30浸渍到呈液体形式的电绝缘材料84中，以便将电绝缘材料84施加至轴

30的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并且可使电绝缘材料84干燥。应当理解，当喷涂时或当将轴

30的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浸渍到电绝缘材料84中时，电绝缘材料84可粘附至轴30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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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表面32的至少一部分。电绝缘材料84可根据需要包括聚酰亚胺以及单独的粘合剂。另选

地，聚酰亚胺可在电绝缘材料84中不包含单独粘合剂的情况下合适地粘附至外部表面32。

[0040] 此外，现有骨锚可如本文所述通过将电绝缘材料84施加至相应的轴来改装，以便

产生骨锚24a。因此，可提供一种用于制造具有第一斯氏螺钉和第二斯氏螺钉的类型的外部

固定系统的方法，每个斯氏螺钉包括限定无螺纹的外表面的轴和从该轴延伸的螺纹区域，

该螺纹区域呈现出被配置成锚固到第一骨构件中的外部螺纹。该方法可包括将电绝缘材料

层施加至第一斯氏螺钉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使得电绝缘材料层附接至第一斯氏螺钉的

螺纹区域的步骤。电绝缘材料可包括具有第一和第二相对表面的基底和由第一表面承载的

粘合剂，施加步骤还包括将第一表面粘附至第一斯氏螺钉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的步骤。

第一斯氏螺钉的轴可沿中心轴线伸长，并且该方法还可包括将第一表面附接至外表面的至

少一部分、围绕中心轴线至少一圈的步骤。第二斯氏螺钉的轴可沿中心轴线伸长，并且该方

法还包括将第一表面附接至第二斯氏螺钉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围绕第二斯氏螺钉的中

心轴线至少一圈的步骤。

[0041] 总体参见图4A-4D，并且如上所述，外部固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根据需要根据任何

合适的实施例保持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相对于彼此稳定。因此，仅以举例的方

式呈现了本文所述的外部固定系统20的实例。如上所述，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

可为相同骨的节段，或者可为所限定的不同骨。例如，外部固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保持解剖

学关节的稳定。因此，应当理解，电绝缘材料84的至少一个层可根据需要附接至任何合适的

外部固定系统的骨锚的外表面。

[0042] 例如，如图4A中所示，外部固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使腕关节100稳定。因此，外部固

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固定至人前臂104中的骨和通过腕关节100与人前臂中的骨分开的人

掌部105中的骨。因此，第一骨构件22a可由人前臂104中的骨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

人掌部105中的骨限定。设置在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之间的骨间隙22c可由腕关

节100限定。例如，第一骨构件22a可由桡骨108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掌骨110限定。

掌骨110可例如由食指112限定。如上所述，外部固定系统20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

构件22a的第一至少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4，以及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构件22b的第二至少

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6。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至少一个骨锚24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

骨构件22a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至少一个骨锚26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

构件22b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图4A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至少一个

支撑棒38，所述支撑棒38从与第一骨构件22a对齐的第一位置延伸，并跨越腕关节100至与

第二骨构件22b对齐的第二位置。至少一个支撑棒38被配置成相对于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

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骨锚26固定地固定。因此，支撑棒38被配置成在表皮外侧的位置处延

伸跨越腕关节100。因为骨锚24和26可固定地固定至支撑棒38，所以骨锚24和26可相对于彼

此固定地固定。

[0043] 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将至少一个支撑棒38固定至第一至少一个骨

锚24的至少一个第一夹钳40。例如，第一夹钳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的第

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中的每一个和支撑棒38。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将至

少一个支撑棒38固定至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的至少一个第二夹钳42。例如，第二夹钳42被

配置成附接至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中的每一个和支撑棒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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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当理解，图4A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以及本文所述的所有外部固定系统20，可

根据需要包括任何数量的夹钳40和42，以便将至少一个支撑棒38固定至第一至少一个骨锚

24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应当理解，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中的至少一个或两者以

及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中的一个或两者可包括如上所述的电绝缘材料84。

[0044] 现在参见图4B，外部固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使踝关节120稳定。因此，外部固定系

统20可被配置成固定至人小腿122中的骨和通过踝关节120与人小腿122中的骨分开的人脚

部124中的骨。因此，第一骨构件22a可由人小腿122中的骨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人

脚部124中的骨限定。设置在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之间的骨间隙22c可由踝关节

120限定。例如，第一骨构件22a可由胫骨126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跟骨128限定。如

上所述，第一至少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4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构件22a，并且第二至少一个

外部固定骨锚26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构件22b。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一至少一个骨锚

24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构件22a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第二至少一个骨

锚26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构件22b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因此，第一至少

一个骨锚24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可被配置成附接至胫骨126。第二至少一个骨锚

26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可被配置成附接至跟骨128。例如，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

锚26b可从跟骨128沿基本上彼此相反的方向沿内外方向延伸出去。

[0045] 图4B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的

第一至少一个夹钳40。例如，第一夹钳40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中

的每一个。图4B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的

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例如，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锚26a的第

一夹钳42a和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锚26b的第二夹钳42b。图4B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

还可包括第一支撑棒38a，所述第一支撑棒38a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夹钳40和第二至少一个

夹钳42的第一夹钳42a，从而将第一骨锚26a固定至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图4B中所

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第二支撑棒38b，第二支撑棒38b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夹钳40

和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的第二夹钳42b，从而将第二骨锚26b固定至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

锚24b。因此，至少一个第一夹钳40、至少一个第二夹钳42以及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

38b被配置成使至少一个第一骨锚24和至少一个第二骨锚26中的所有相对于彼此保持稳定

且固定。应当理解，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被配置成在表皮外侧的位置处延伸跨

越踝关节120。因为骨锚24和26可固定地固定至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所以骨锚

24和26可相对于彼此固定地固定。应当理解，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中的至少一个或

两者以及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两者可包括如上所述的电绝缘材料84。

[0046] 现在参见图4C，外部固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使膝关节140稳定。因此，外部固定系

统20可被配置成固定至人大腿142中的骨和通过膝关节140与人大腿142中的骨分开的人小

腿143中的骨。因此，第一骨构件22a可由人大腿142中的骨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人

小腿143中的骨限定。设置在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之间的骨间隙22c可由膝关节

140限定。例如，第一骨构件22a可由股骨146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胫骨148限定。因

此，第一骨构件22a可由人大腿142中的骨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22b可由人小腿143中的骨

限定。如上所述，第一至少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4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构件22a，并且第

二至少一个外部固定骨锚26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构件22b。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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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骨锚24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构件22a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至少一

个骨锚26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构件22b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因此，第一

至少一个骨锚24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可被配置成附接至股骨146。第二至少一个

骨锚26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可被配置成附接至胫骨148。

[0047] 图4C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的第一至少一个夹钳40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至

少一个骨锚24。例如，第一夹钳40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中的每一

个。图4C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的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至少一个

骨锚26。例如，第二夹钳42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图4C中所示的外

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夹钳40的第一支撑棒38a和被配置成附接至第

二夹钳42的第二支撑棒38b。该外部固定系统还可包括第三夹钳48，第三夹钳48被配置成附

接至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中的每一个，从而将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的第一骨锚

24a和第二骨锚24b固定至第二至少一个骨构件26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因此，至

少一个第一夹钳40、至少一个第二夹钳42、第三夹钳48以及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

38b被配置成使所有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相对于彼此保持稳定且固

定。应当理解，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以及第三夹钳48限定了被配置成在表皮外

侧的位置处延伸跨越膝关节140的配置。因为骨锚24和26可固定地固定至第一支撑棒38a和

第二支撑棒38b，并且第一支撑棒38a和第二支撑棒38b可相对于彼此固定，所以骨锚24和26

可相对于彼此固定地固定。应当理解，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中的至少一个或两者以

及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两者可包括如上所述的电绝缘材料84。

[0048] 现在参见图4D，外部固定系统20可被配置成使骶髂关节160稳定。因此，外部固定

系统20可被配置成固定至第一骶骨142和第二骶骨144，以便使第一骶骨142和第二骶骨144

相对于彼此固定且保持稳定。因此，第一骨构件22a可由第一骶骨142限定，并且第二骨构件

22b可由第二骶骨144限定。设置在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之间的骨间隙22c可由

骶髂关节160限定。根据所示出的实施例，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

骨构件22a的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

二骨构件22b的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因此，第一骨锚24a和第二骨锚24b可被配置成

附接至第一骶骨142。第一骨锚26a和第二骨锚26b可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骶骨。

[0049] 图4D中所示的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分别固定至第一至少一个骨锚

24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的第一棒38a和第二棒38b。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固

定至第一棒38a的第三棒38c。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被配置成固定至第二棒38b的第四

棒38d。第三棒38c和第四棒38d被进一步配置成固定至彼此。例如，外部固定系统20可包括

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的第一至少一个夹钳40。例如，第一至少一个夹钳40

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锚24a的第一夹钳40a和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二骨锚24b的第二

夹钳40b。第一夹钳40a和第二夹钳40b中的每一个可被进一步配置成附接至第一棒38a。外

部固定系统20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的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例如，

第二至少一个夹钳42可包括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骨锚26a的第一夹钳42a和被配置成附接

至第二骨锚26b的第二夹钳42b。第一夹钳42a和第二夹钳42b中的每一个可被进一步配置成

附接至第二棒38b。外部固定系统20还可包括第三至少一个夹钳48。第三至少一个夹钳48可

包括第一夹钳48a，所述第一夹钳48a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一棒38a和第三棒38c，以便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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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38a固定至第三棒38c。第三至少一个夹钳48可包括第二夹钳48b，所述第二夹钳48b被配

置成附接至第二棒38b和第四棒38d，以便将第二棒38b固定至第四棒38d。第三至少一个夹

钳48可包括第三夹钳48c，所述第三夹钳48c被配置成附接至第三棒38c和第四棒38d，以便

将第三棒38c固定至第四棒38d。因此，第一至少一个骨锚24被固定至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

从而相对于第二骶骨144保持第一骶骨142的稳定。

[0050] 现在参见图5A，已发现，当外部固定系统放置于具有基本上1.5特斯拉场强的磁场

中，并且将在MRI成像期间产生的类型的实例的射频脉冲引入该磁场时，骨锚24和26的螺纹

区域34中没有一个温度以可能导致患者不适或围绕骨锚的解剖组织坏死的显著方式增加

(例如，大于6摄氏度)。事实上，测试已显示出很小的温度增加34或没有温度增加34。因此，

胶带86可认为提供在外部固定系统中的相应的轴和相应的螺纹区域34之间的相应骨锚的

射频屏蔽。

[0051] 因此，可提供一种用于对人体解剖结构104的包括骨22的区域成像的方法。该方法

可包括将人体解剖结构以及因此骨22放置到具有在1.5特斯拉和3.0特斯拉之间的磁场的

MRI管106的内部的步骤。骨22限定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第一骨锚24和第二骨

锚26的相应的螺纹区域锚固至所述第一骨构件22a和第二骨构件22b。第一骨锚24和第二骨

锚26中的每一个通过相应的第一夹钳40和第二夹钳42附接到至少一个支撑棒38。骨锚中的

每一个包括从相应的螺纹区域延伸的无螺纹导电轴30和缠绕在该轴中的每一个的至少一

部分上的电绝缘胶带。该方法还可包括将射频脉冲引导到MRI管的内部中，以便提供人体解

剖结构的磁共振图像的步骤，其中骨锚24和26的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不超过6摄氏度。

[0052] 如在图5A-5B中进一步示出的，可提供一种用于对人体解剖结构的区域成像的方

法。该方法可包括将人体解剖结构的至少一部分放置到具有约1.5特斯拉的磁场的MRI管

106内部的步骤。如根据本文的任何实施例所述，该人体解剖结构可包括至少一个骨，外部

固定系统20配置至该骨。该方法还可包括将射频脉冲引导到MRI管106内部的步骤，其中第

一至少一个骨锚24和第二至少一个骨锚26的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不超过6摄氏度。应当理

解，该人体解剖结构的至少一部分包括该至少一个骨，使得放置步骤包括将外部固定系统

的至少一部分放置在MRI管106的内部。例如，放置步骤可包括将整个外部固定系统20放置

在MRI管106的内部。另选地，该人体解剖结构的至少一部分不包括该至少一个骨，使得放置

步骤包括将整个外部固定系统20放置在MRI管106的内部之外。在放置步骤之后，该方法还

可包括将射频脉冲引导到MRI管的内部，以便提供人体解剖结构的该区域的磁共振成像的

步骤，其中骨锚24和26的螺纹区域的温度增加不超过6摄氏度。

[0053] 不受理论的约束，据信常规的外部固定系统的骨锚可由三种不同的机制加热，包

括1)涡电流，2)RF共振，以及3)感应回路。相对于RF共振，据信，由常规外部固定系统的涡电

流加热的骨锚可仅产生几摄氏度的温度上升。还据信，电绝缘聚酰亚胺胶带破坏RF共振和

感应回路的形成。不受理论的约束，推测电绝缘材料84可在骨锚24上具有足够高的介电常

数，以便隔离在骨锚的外部导电性表面34上共振的RF驻波图案。因此，推测类似聚酰亚胺的

高度绝缘材料能够像电容器一样储存电能，电流可在电容器内振荡，并且电流将被破坏，从

而消除在螺纹区域34和尖端35处的RF加热。实验显示，聚酰亚胺绝缘体可阻断至多3000伏

特的电流并且因此能够使在磁共振成像MRI期间导致RF共振加热的电流绝缘。相对于感应

回路，并且再次不受理论的约束，据信，聚酰亚胺绝缘体也可提供低电容，以限制RF电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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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第一和第二斯氏螺钉、支撑棒、将斯氏螺钉固定至支撑棒的夹钳、以及接收骨锚的解剖

组织限定的回路流动。这通过测量具有施加至第一斯氏螺钉的绝缘聚酰亚胺胶带和没有施

加至第二斯氏螺钉的绝缘聚酰亚胺胶带的外部固定系统的温度上升来评估。在包括聚酰亚

胺胶带的斯氏螺钉的尖端没有记录温度上升，但在无胶带的斯氏螺钉的尖端记录了温度上

升。因此，据信，当仅一个斯氏螺钉包括聚酰亚胺电绝缘体时，出现了导电电流回路。

[0054] 尽管前述说明书和附图代表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是应当理解，可在不脱离如

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的情况下对本发明进行各种增加、修改、组合和/

或取代。具体地讲，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实质或本质特性的情况下，

可以其他特定的形式、结构、布置、比例，并连同其他构件、材料和组成来实施本发明。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将会知道，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的情况下，本发明在使用时可进行结构、布

置、比例、材料和部件的多种修改，所述多种修改特别适于特定环境和操作要求。例如，虽然

骨锚24和26已根据一个实施例标识为斯氏螺钉，但是预期电绝缘材料84可被施加至其他类

型的植入物组件的任何合适的替代骨锚，包括K线材、斯坦曼钉、颅骨固定构件、颅骨牵引钳

以及骨构件输送装置(例如伊里扎洛夫(Ilizarov)型)。此外，应当理解，电绝缘材料84可被

配置为涂料、聚合物、陶瓷以及复合材料，或包括在其中。因此，电绝缘材料84可通过常规喷

涂、浸渍、流化床、静电喷涂或任何合适的替代沉积方法施加至骨锚，例如斯氏螺钉、K线材、

以及斯坦曼钉。此外，导电材料84可被预制到管中，该管接着被轴30的外部表面32的至少一

部分接收。此外，本文中所描述的特征可单独地使用或者与其他特征组合使用。例如，结合

一个实施例所描述的特征可与另一个实施例中所描述的特征一起使用和/或相互交换。因

此，当前公开的实施例在各方面被认为是示例性的而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书指出，并不受上述描述的限制。

[0055]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书的广泛范围的情况下对

本发明作出各种变型和更改。所述各种变型和更改中的一些已在上文中进行描述，其他变

型和更改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将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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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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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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