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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

术器械，包括穿刺针组件、保护套管组件、输送管

组件和鞘芯组件。本发明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

术器械的手术通道建立为经皮、经椎弓根进入椎

体，单侧或双侧穿刺，通道直径大小为3‑5mm，有

效减少了手术的创伤，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同

时，本发明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具有输送管和

鞘芯，且其远端弯曲段均为形状记忆合金的柔性

段，头端能够在开腔过程中保证足够的推力而不

变形或断裂；使用手柄配合滑块控制输送管(开

腔导管)的释放与回收，增加了器械的操控性同

时提供了更大的推进力，减小了操作难度，避免

了传统推杆式器械在使用过程中因稳定性低而

增加的手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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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包括穿刺针组件(10)、保护套管组

件(20)、输送管组件(30)和鞘芯组件(40)；

所述保护套管组件(20)的保护套管(201)远端头滑动插入所述穿刺针组件(10)，所述

穿刺针组件(10)通过位于其近端的前部卡槽(101)与所述保护套管组件(20)上的尾部卡槽

(202)可拆卸固定连接；

所述保护套管组件(20)还包括依次设置的保护套管(201)、输送管接入口(204)和滑块

导轨(203)；所述输送管组件(30)包括输送管(301)、固定连接于所述输送管(301)中部外周

壁的滑块(302)和固定连接于所述输送管(301)近端的输送口(303)，所述输送管(301)远端

头由所述输送管接入口(204)滑动插入所述保护套管(201)，且所述滑块(302)可滑动于所

述滑块导轨(203)内；所述滑块(302)设置于内腔设有螺纹通道(305)的手柄内，旋动所述手

柄可通过匹配的螺纹带动所述滑块(302)运动；

所述鞘芯组件(40)包括鞘芯(401)、鞘芯套管(402)和鞘芯手柄(403)，所述鞘芯套管

(402)固定套设于所述鞘芯(401)外，所述鞘芯(401)和鞘芯套管(402)近端与所述鞘芯手柄

(403)固定连接，所述鞘芯(401)和鞘芯套管(402)远端头由所述输送口(303)插入所述输送

管(301)，与所述输送管组件(30)可拆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螺纹通道

(305)两端分别设有导轨前限位件(304)和导轨后限位件(30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套管

(201)为可承受一定弯曲应力的刚性医用不锈钢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管

(301)为形状记忆金属，外径为3-4mm，并经过热处理定型，其头端初始状态为70°-90°弯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口

(303)为外部带有螺纹的鲁尔接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鞘芯(401)

和所述鞘芯套管(402)均为形状记忆金属或不锈钢合金，能够承受一定的拉伸与弯曲应力，

且其弯曲角度与所述输送管(301)相适应，为70°-9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鞘芯(401)

的外径为2.5-3.5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鞘芯

(401)、鞘芯套管(402)和输送管(301)整体头端呈圆弧或尖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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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

背景技术

[0002]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是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对于椎体压缩性骨

折，目前的手术治疗方法有经皮椎体成形术(PVP)、植入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PKP)。

[0003] 植入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PKP)利用经皮穿刺将一种可膨胀植入球囊置入塌

陷的椎体，通过植入球囊的扩张抬升终板，回复椎体的高度，矫正后凸畸形，并在椎体内形

成一个空腔，在较低压力下灌注高粘滞的骨水泥。为了使植入球囊顺利的进入椎体，需要先

用穿刺针和工作套管建立工作通道，然后再使用骨钻钻出植入球囊在扩张前的工作通道，

再将植入球囊送入椎体内，在椎体内形成一个空腔后撤出植入球囊，最后注入骨水泥。针对

多节椎体病变的患者，手术中需要对每节椎体进行双侧穿刺注射骨水泥，手术过程繁琐，对

患者创伤大、并发症发生机会高，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并且，手术都需要在X光监控下

操作，手术过程越繁琐时间越长对医生的健康损坏越大、体力要求越高。

[0004] 此外，多椎体病变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脊柱退行性疾病及其结构受损，现有的经

皮椎体成形术(PVP)、植入球囊扩张椎体后凸成形术(PKP)只能起到单节椎体成形加固的手

术效果，对于恢复脊柱前、中柱的应力及稳定，恢复、维持脊柱固有生理凸起，扩大椎间隙，

缓解硬膜囊、神经根的受压的问题没有产生实际作用。

[0005] 目前，患者通常还需要再使用椎间融合器进行治疗，椎间融合器的原理是以病变

椎间隙为中心，在植入椎间融合器后，撑开力使融合节段的肌肉、纤维环和前、后纵韧带处

于持续张力状态下，使融合节段和融合器达到三维超静力学固定。椎体融合器通常需要在

植入椎体融合器前，刮除目标椎间隙的纤维组织，破坏了人体的生理结构，并且为了达到良

好的支撑效果，设计时支撑面需尽量大，从而导致植入通道也较大，对病人损伤较大，术后

达到融合效果的时间较长，且对于骨质较差的老年人难以达到满意的融合效果。

[0006]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和脊柱退行性疾病及其结构受损都是目前危害中老

年人健康的常见病。目前，国内外尚没有任何没有没有一个产品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中老

年多发病症。对于罹患两种病症的老年人来讲，特别是其中多椎体病变的患者，通常要接受

不同类型的多次手术，受到的创伤大，整体治疗周期长，手术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

械。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提供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包括穿刺针组件、保护套管组件、输送管

组件和鞘芯组件；

[0010] 所述保护套管组件的保护套管远端头滑动插入所述穿刺针组件，所述穿刺针组件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2043357 A

3



通过位于其近端的前部卡槽与所述保护套管组件上的尾部卡槽可拆卸固定连接；

[0011] 所述保护套管组件还包括依次设置的保护套管、输送管接入口和滑块导轨；所述

输送管组件包括输送管、固定连接于所述输送管中部外周壁的滑块和固定连接于所述输送

管近端的输送口，所述输送管远端头由所述输送管接入口滑动插入所述保护套管，且所述

滑块可滑动于所述滑块导轨内；所述滑块设置于内腔设有螺纹通道的手柄内，旋动所述手

柄可通过匹配的螺纹带动所述滑块运动；

[0012] 所述鞘芯组件包括鞘芯、鞘芯套管和鞘芯手柄，所述鞘芯套管固定套设于所述鞘

芯外，所述鞘芯和鞘芯套管近端与所述鞘芯手柄固定连接，所述鞘芯和鞘芯套管远端头由

所述输送口插入所述输送管，与所述输送管组件可拆卸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螺纹通道两端分别设有导轨前限位件和导轨后限位件。

[0014] 进一步地，所述保护套管为可承受一定弯曲应力的刚性医用不锈钢管。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管为形状记忆金属，外径为3-4mm，并经过热处理定型，其头端

初始状态为70°-90°弯曲。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输送口为外部带有螺纹的鲁尔接头。

[0017] 进一步地，所述鞘芯和所述鞘芯套管均为形状记忆金属或不锈钢合金，能够承受

一定的拉伸与弯曲应力，且其弯曲角度与所述输送管相适应，为70°-90°。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鞘芯的外径为2.5-3.5mm。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所述鞘芯、鞘芯套管和输送管整体头端呈圆弧或尖锐状。

[0020]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21] 现有椎体融合手术中，传统开放型手术切口为80-200mm，微创手术一般为若干个

8-15mm直径的通道，而本发明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手术通道建立为经皮、经椎

弓根进入椎体，单侧或双侧穿刺，通道直径大小为3-5mm，有效减少了手术的创伤，降低了并

发症的发生。

[0022] 本发明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具有输送管和鞘芯，且其远端弯曲段均为

形状记忆合金的柔性段，头端能够在开腔过程中保证足够的推力而不变形或断裂。

[0023] 本发明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设计使用手柄配合滑块控制输送管(开腔

导管)的释放与回收，增加了器械的操控性同时提供了更大的推进力，减小了操作难度，避

免了传统推杆式器械在使用过程中因稳定性低而增加的手术风险。

[0024] 本发明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实现了开腔与骨填充物注射通道的一体

化，无需额外配置输送导管，降低了手术成本并使手术步骤更加简便。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总装结构初始状态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总装结构初始状态的头端截面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穿刺针组件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保护套管组件远端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保护套管组件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输送管组件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鞘芯组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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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8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输送管组件的手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总装结构最终状态示意图；

[0034] 图10为本发明椎体融合手术器械的总装结构最终状态的头端截面示意图；

[0035] 图11为本发明应用例中步骤一的使用示意图；

[0036] 图12为本发明应用例中步骤一的使用示意图；

[0037] 图13为本发明应用例中步骤二的使用示意图；

[0038] 图14为本发明应用例中步骤三的使用示意图；

[0039] 图15为本发明应用例中步骤四的使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本发明的限定。需

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41] 本发明所述的近端是指接近手术操作者的一端，所述远端是指远离手术操作者的

一端。

[0042] 实施例

[004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如图1所示，包括穿刺针组件

10、保护套管组件20、输送管组件30和鞘芯组件40。

[0044] 如图3、4所示，保护套管组件20的保护套管201远端头滑动插入穿刺针组件10，穿

刺针组件10通过位于其近端的前部卡槽101与所保护套管组件20上的尾部卡槽202可拆卸

固定连接。

[0045] 如图5、6、8所示，保护套管组件20还包括依次设置的保护套管201、输送管接入口

204和滑块导轨203；输送管组件30包括输送管301、固定连接于输送管301中部外周壁的滑

块302和固定连接于输送管301近端的输送口303，输送管301远端头由输送管接入口204滑

动插入保护套管201，且滑块302可滑动于滑块导轨203内；滑块302设置于内腔设有螺纹通

道305的手柄内，旋动手柄可通过匹配的螺纹带动滑块302运动；螺纹通道305两端分别设有

导轨前限位件304和导轨后限位件306。

[0046] 如图7所示，鞘芯组件40包括鞘芯401、鞘芯套管402和鞘芯手柄403，鞘芯套管402

固定套设于鞘芯401外，鞘芯401和鞘芯套管402近端与鞘芯手柄403固定连接，鞘芯401和鞘

芯套管402远端头由输送口303插入输送管301，与输送管组件30可拆卸连接。

[0047] 在本实施例中，保护套管201为可承受一定弯曲应力的刚性医用不锈钢管，优选为

304不锈钢；所述输送管301为形状记忆金属，优选为镍钛合金，并经过热处理定型完成，头

端初始状态为70°-90°弯曲，经应力拉直后滑动插入上述输送管接口204。鞘芯401和鞘芯套

管402均为形状记忆金属或不锈钢合金，能够承受一定的拉伸与弯曲应力，且其弯曲角度与

输送管301相适应，为70°-90°，二者应弯曲应力作用可同时前伸或回缩。上述形状记忆合金

的柔性头端能够在开腔过程中保证足够的推力而不变形或断裂(如图9、10所示)。

[0048]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例，输送口303为外部带有螺纹的鲁尔接头，用于连接骨填充物

注射器械的鲁尔接头。

[0049]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例，鞘芯401的外径为2.5-3.5mm。

[0050] 作为一个优选实施例，鞘芯401、鞘芯套管402和输送管301整体头端呈圆弧或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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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0051] 应用例

[0052] 本应用例提供了利用上述经椎弓根的椎体融合手术器械，具体手术的过程：

[0053] 步骤一，在X射线C型臂或CT影像辅助下定位病椎，使用穿刺针组件10经皮椎弓根

穿刺入路，建立第一工作通道，然后将本发明保护套管组件20、输送管组件30和鞘芯组件40

构成的整体器械沿穿刺针组件10的穿刺针插入第一工作通道；将穿刺针组件10近端的前部

卡槽101与保护套管组件20上的尾部卡槽202固定连接(如图11、12所示)；

[0054] 步骤二，旋转手柄旋套将输送管组件30与鞘芯组件40头部尖端同时前伸，推出保

护套管201并依次经过上椎体503、椎间盘505及下椎体504，建立第二工作通道(如图13所

示)。整个穿刺过程是在透视监视下进行，医生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具体确定穿刺角度、推

送长度与弯曲角度，使输送管301和鞘芯401到达相邻两节椎体间的任意位置。

[0055] 步骤三，使用鞘芯手柄403向外抽出鞘芯组件40，暴露出输送口303尾端的鲁尔接

头(如图14所示)。

[0056] 步骤四，将骨填充物输送装置与上述鲁尔接头连接，通过输送管301向第二通道注

射骨填充物。在骨填充物注射过程中，医生可根据注射压力和骨填充物分布要求等实际情

况同时旋转手柄旋套回缩输送管，或者注射骨填充物与回缩输送管交替进行，直至透视下

显示骨填充物均匀填满两节椎体中的通道及椎间隙(如图15所示)。

[0057] 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及保护范围，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应当能够意识到凡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内容所作出的等同替换和

显而易见的变化所得到的方案，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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