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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包含：

具有一定长度的安置在一第一端与一第二端之间的狭长本体，该狭长本体适于在该骶

髂关节的关节面之间非横向定位以按实质上不动关系安置该骶骨及该髂骨；

沿该狭长本体的纵轴延伸、适于非横向定位在该骶髂关节的关节面之间的一第一径向

部件；

沿该狭长本体的纵轴延伸、以与该第一径向部件呈实质上相对关系安置、适于非横向

定位在该骶髂关节的所述关节面之间的一第二径向部件，每一所述第一径向部件及第二径

向部件具有以实质上平行关系分开一厚度而安置、适于仅在由所述关节面界定的一区域内

充分啮合该骶骨及该髂骨以按实质上不动关系安置该骶骨及该髂骨的一对相反面；

沿该狭长本体的纵轴延伸、适于延伸入该髂骨的骨中的一第三径向部件；

沿该狭长本体的纵轴延伸、适于延伸入该骶骨的骨中的一第四径向部件；

在该狭长本体的该第一端与一第二端之间连通的一轴孔；及

穿过该狭长本体的经定尺寸以允许一狭长部件按相对于所述关节面的横向关系穿过

的一或多个孔道。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骶髂关节植入物具有适于置

换由所述关节面界定的该区域内的该骶髂关节的一经移除部分的一组态。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骶髂关节植入物具有可接收

在切入该骶髂关节中的植入物接收间隙内的一组态，其使该骶髂关节植入物实质上非横向

定位在由该骶髂关节的所述关节面界定的该区域之间及该区域内。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在该植入物接收间隙内的该骶

髂关节植入物具有实质上避免实质性改变该骶骨与该髂骨的位置关系的一组态。

5.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在该植入物接收间隙内的该骶

髂关节植入物具有实质上避免驱动该骶骨与该髂骨分开的一组态。

6.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在该植入物接收间隙内的该骶

髂关节植入物具有使该骶骨及该髂骨返回至一正常位置关系以矫正该骶髂关节的一退化

病状的一组态。

7.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狭长部件具有尺寸足以避免

在以实质上不动关系安置该骶骨及该髂骨时的变形的一组态。

8.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狭长部件具有在该第一端与

该第二端之间、适于仅在由该骶髂关节的所述关节面界定的该区域内啮合该骶骨及该髂骨

的一组态。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狭长部件可具有选自由以下

组成的群的一横截面组态：圆形、椭圆形、三角形、正方形及矩形。

10.如权利要求 9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狭长部件具有一大体上圆柱

状外表面。

11.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在所述第一径向部

件或第二径向部件的相反面之间连通或横向穿过该狭长本体的一或多个孔隙组件。

12.如权利要求 11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与该骶髂关节植

入物的一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耦接、能够与该髂骨或该骶骨的骨进行生物兼容骨整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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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与定位于所述孔

隙组件中之一或多者内的与一定量的生物兼容可生物降解或可骨整合材料混合的会促进

骨生长的一或多种生物活性剂。

14.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其特征在于，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该第二端

具有与一植入物插入工具配合的一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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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髂关节固着融合系统

[0001] 本国际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案主张2010年 1月 13日申请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

案第 61/335,947 号的权利，该临时专利申请案特此以全文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2] 一般而言，本发明系关于一种骶髂关节固着融合系统，其提供一种固着且融合骶

髂关节的方法及一种在置放于骶髂关节的关节间隙内时有助于骶髂关节的稳定性及融合

的骶髂关节植入物。

背景技术

[0003] 骶髂关节为在骨盆的骶骨与髂骨之间的由韧带接合的关节。在人类中，骶骨支撑

脊椎且又由每一侧上的髂骨支撑。骶髂关节为具有关节软骨及会产生两骨的连锁的不规则

隆起及凹陷的滑动关节。

[0004] 与骶髂关节相关的疼痛可由骨盆的创伤性骨折脱位、退化性关节炎、骶髂关节炎

(sacroiliitis)(骶髂关节的一种发炎或退化病状)、致密性髂骨炎(osteitis condensans 

ilii)或骶髂关节的其它退化病状引起。当前，此等病状的最为提倡的外科疗法是骶髂关节

融合。骶髂关节的融合可藉由若干不同现有方法达成，该等方法涵盖前路方法、后路方法及

侧路方法，伴有或不伴有经皮螺钉或其它类型的植入物固着。然而，尽管此等方法的每一者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皆已用于骶髂关节的固着及融合，但关于骶髂关节固着及融合的实质性

问题仍未经解决。

[0005] 伴随用于固着且融合骶髂关节的某些现有方法 ( 包括前路方法、后路方法或侧路

方法 ) 的一个显著问题可为外科医师必须在皮肤及组织中产生实质性切口以直接接近所

涉及的骶髂关节。此等侵袭性方法允许骶髂关节由外科医师直接看见及触及。常称为「切

开手术 (open surgery)」的此等程序具有要求全身麻醉的相伴缺点且可由于由切开手术引

起的广泛软组织损伤而涉及手术时间、住院期、疼痛及恢复时间增加。使用前路方法进行切

开手术的一个危险可为对位于骶髂关节内侧约 2 公分处的 L5 神经根的损伤或对主要血管

的损伤。另外，此等程序典型地涉及藉由置放一或多个螺钉或藉由置放一或多个经髂植入

物 ( 如由图 1 的非限制性实例所示 ) 或藉由将植入物置放入 S1 椎弓根 (pedicle) 及髂骨

中来固着骶髂关节(使骶髂关节的关节面相对于彼此不动)。经髂及S1椎弓根髂骨植入物

的使用亦可涉及损伤腰骶神经血管组件的风险。因使用此等程序所致的腰骶神经血管组件

损伤以及骶髂关节的延迟结合或不结合可能需要进行用以移除所有或部分植入物的翻修

手术或关于此等并发症的重复手术。

[0006] 伴随利用侵袭性最小的小切开程序的现有程序的另一显著问题可为由于需要双

平面荧光检查骶髂关节的关节面及广泛外科训练及经验，该等程序在技术上有难度。不管

外科训练及经验的程度如何，始终常常发生对腰骶神经血管组件的损伤。另外，骶骨畸形可

进一步导致植入物的不良置放，从而引起周围结构损伤。另外，此等程序常在骶髂关节未融

合的情况下进行，此不移除退化关节面且藉此不处理可能引起骶髂关节持续或复发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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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骶髂关节退化病状。

[0007] 伴随现有程序的另一显著问题可为利用多个不包括有螺纹表面的经髂狭长植入

物。此方法需要在骨盆及邻近骶骨孔中产生经髂孔，其可具有相对较大尺寸且随后用仪器

进行拉削，其可导致骨被挤入骨盆及神经孔 (neuroforamen) 中。

[0008] 产生经髂孔及随后对孔进行拉削需要导销，其可能会无意中进入骨盆或骶骨孔

中，从而导致其它结构的损伤。另外，产生经髂孔、拉削、或置放狭长植入物可能导致腰骶神

经血管组件损伤，如上所论述。另外，骶髂关节的关节部分可能无实际融合，此可能导致需

要额外手术的持续或复发性疼痛。

[0009] 伴随现有程序的另一实质性问题可为置放如 Stark 的美国专利申请案第

10/797,481 号中的实例所述的后路关节外牵引融合植入物及骨移植物就移除关节面或预

备皮质骨、植入物结构及固着骶髂关节而言可能不足够。方法可能不会移除骶髂关节的足

够量的关节面或皮质面以减轻骶髂关节疼痛。对于充分固着或融合而言，所述植入物结构

与骶髂关节的关节面或皮质骨的啮合可能不足或无效。用Stark申请案所述的植入物结构

及方法不能充分稳定且融合骶髂关节可能导致不能减轻所治疗的骶髂关节病状。另外，如

Stark 所述的驱动骶骨与髂骨分开的方法可能导致骶髂关节的不良对准及增加的疼痛。

[0010] 本文所述的本发明髂融合系统处理与骶髂关节的固着及融合中使用的现有方法

及装置相关联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11] 因此，本发明的一广泛目标可为提供用于固着且融合骶髂关节的本发明骶髂关节

植入物。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具体实例可提供狭长本体，其可进一步包括自该狭长本体的

纵轴径向向外延伸一定距离，适于在骶髂关节的关节面之间进行非横向置放的至少 1 个径

向部件或一对部件，且关于某些具体实例，其可进一步提供各自适于自该狭长本体的纵轴

径向向外延伸一定距离进入骶骨或髂骨的骨中的第三径向部件及另外第四径向部件。

[0012] 本发明的另一广泛目标可为提供利用本发明髂植入物的用于固着且融合骶髂关

节的本发明方法。本发明方法包含进行侵袭性最小之后路手术的步骤，该手术允许接近骶

髂关节之后路态样以达成移除骶髂关节的关节面之间的可由上述髂植入物的具体实例置

换的足够部分的关节软骨或组织。可移除骶髂关节的软骨下骨的一部分以在骶髂关节平面

中提供植入物接收间隙 (非经髂 )，其经组态以允许狭长部件、或具有在植入物接收间隙的

相对表面之间的至少第一径向部件的狭长部件的干涉配合 (interference fitting)。本

发明方法可进一步包括提供具有一或多个切入骨 ( 包括软骨下骨、皮质骨或疏松骨的一或

多者 ) 中的径向部件接收通道的植入物接收间隙，且藉此将一或多个径向部件定位在骶骨

的骨或髂骨的骨中的步骤。本发明方法避免现有的经髂置放由杆(rod)接合的固着组件或

S1 椎弓根及髂内螺钉，同时提供骶髂关节的即刻固着。

[0013] 本发明的另一广泛目标可为提供一或多个骨向内生长孔隙组件，其在一或多个径

向部件的相反表面之间或贯穿大体上线性的狭长本体连通，各组件具有允许骶骨及髂骨的

骨生长入植入物中或贯穿植入物生长以有助于骶骨与髂骨融合及骶髂关节固着的组态。

[0014] 本发明的另一广泛目标可为提供沿植入物长度具有一定量的弯度的本发明固着

融合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该弯度允许置放固着融合植入物的具有增加的表面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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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质上保持在骶髂关节的关节部分内的具体实例。

[0015] 当然，贯穿本说明书、图式、像片及申请专利范围的其它区域揭示了本发明的其它

目标。

附图说明

[0016] 图 1为骨盆区域及用于稳定骶髂关节的现有方法及器件的前视图；

[0017] 图 2为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透视图；

[0018] 图 3为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一侧视图；

[0019] 图 4为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一植入物端视图；

[0020] 图 5为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二植入物端视图；

[0021] 图 6 为图 3 中所示的骶髂关节的特定具体实例的关于纵轴旋转约 90 度的第二侧

视图；

[0022] 图 7为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第二特定具体实例的透视图；

[0023] 图 8 为具有涂布材料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另一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一侧视图，该涂

布材料有助于固着融合植入物与骨的骨整合；

[0024] 图 9为固着融合植入物的彼特定具体实例的如图 8中所示的横截面 8-8 ；

[0025] 图 10 为沿纵轴具有一定量的弯度的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透视图；

[0026] 图 11 为图 10 中所示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一侧视图；

[0027] 图 12 为图 11 中所示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一植入物端视图；

[0028] 图 13 为图 11 中所示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第二植入物端视图；

[0029] 图 14 为图 11 中所示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特定具体实例的关于纵轴旋转约 90 度

的第二侧视图；

[0030] 图15为以复数个可植入零件形式产生的图10中所示的骶髂关节植入物的具体实

例的侧视图 ；

[0031] 图 16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

方法，步骤包括将针插入骶髂关节的关节平面中以注射放射照相染料以允许荧光观测骶髂

关节；

[0032] 图 17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具体实例的方

法，步骤包括将管状针以导线形式固定在骶髂关节内；

[0033] 图 18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

方法，步骤包括沿固定在骶髂关节中的针将管状探针的本体推进至在骶髂关节前部的固定

位置；

[0034] 图 19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

方法，步骤包括沿固定在骶髂关节中的管状探针的本体推进组织扩张器以允许与骶骨及髂

骨的表面相抵地置放套管来暴露骶髂关节；

[0035] 图 20A 为骨盆区域的后视图，其展示内部已插入有套管对准夹具的套管相对于骶

髂关节的固定置放；

[0036] 图20B为具有十字丝(cross hair)的图 20A中所示的套管夹具插入物的透视图；

[0037] 图 20C 为内部插入有套管对准夹具的图 20B 中所示的套管的透视图，该套管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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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具有可对准的十字丝；

[0038] 图 21A 为骨盆区域的后视图，其展示内部具有第一钻头夹的套管相对于骶髂关节

的固定置放 ；

[0039] 图 21B 为内部具有第一钻头夹的图 21A 的套管的透视图；

[0040] 图 22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

方法，步骤包括用接收管状钻的第一钻头夹置换组织扩张器以产生实质上沿骶髂关节的关

节平面的第一钻孔；

[0041] 图 23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方法，步

骤包括用第二钻头夹置换第一钻头夹，该第二钻头夹允许相对于第一钻孔产生各自实质上

沿骶髂关节的关节平面的额外钻孔；

[0042] 图 24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植入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的

方法，步骤包括用髓针夹置换第二钻头夹 ( 或视方法而定，第一钻头夹 )，该髓针夹接收可

推进入骶髂关节中以产生植入物接收间隙的管状髓针；

[0043] 图 25 为骨盆区域的侧视图，其展示定位在骶髂关节的尾侧关节面 (用断线显示 )

之间的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

[0044] 图 26A 提供骶髂关节的剖视图，其展示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特定具体实例在藉由

图 16-24 中说明的方法产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中的置放；

[0045] 图 26B 为图 26A 的一部分的放大视图，其展示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特定具体实例

在藉由图 16-24 中说明的方法产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中的置放；

[0046] 图26C为图26B中所示的横截面图26C-26C，其展示藉由图16-25中说明的方法产

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及植入其中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特定具体实例的组态；

[0047] 图27提供骨盆的侧视图，其展示定位在骶髂关节的关节平面内的前侧关节面(用

断线显示 )之间的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

[0048] 图 28A 提供骶髂关节的剖视图，其展示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特定具体实例在藉由

图 16-24 中说明的方法产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中的置放；

[0049] 图 28B 为图 26A 的一部分的放大视图，其展示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特定具体实例

在藉由图 16-24 中说明的方法产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中的置放；

[0050] 图28C为图28B中所示的横截面图28C-28C，其展示藉由图16-24中说明的方法产

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及植入其中的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特定具体实例的组态；

[0051] 图 29 提供骨盆的侧视图，其中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实质上定位在前侧

关节面与尾侧关节面 (用断线显示 )之间且在有限程度上安置在骶髂关节的关节外；

[0052] 图 30 提供骨盆的侧视图，其中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定位于骶髂关节的

关节平面内前侧关节面与尾侧关节面 (用断线显示 )之间；

[0053] 图 31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可与植入的骶髂关节植入物附接的使

狭长部件对准以穿过骶髂关节植入物的对准工具；

[0054] 图 32 为贯穿骶髂关节的横截面图，其说明与植入的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第一端接

合的耦接组件；

[0055] 图 33 为骨盆区域的后视图，其展示与一对相应耦接组件接合的悬跨部件

(spanning member)，该等耦接组件相应地与一对植入的骶髂关节植入物的第一端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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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图 34 为骨盆区域的后视图，其展示与一对相应耦接组件接合的悬跨部件，该等耦

接组件相应地与植入的骶髂关节植入物接合且直接与骶骨啮合。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一般而言，本发明系关于一种骶髂关节固着融合系统，其提供一种固着且融合骶

髂关节的方法及一种在置放于骶髂关节的关节区域内时有助于骶髂关节的稳定性及融合

的骶髂关节植入物。

[0058] 现在主要参考图 1，其展示用于固着骶髂关节 (1) 的一种常用现有方法及器件。

所示现有器件包含一或多个实质上线性的狭长部件 (2)，其可插入于相应尺寸的经髂骨孔

(3) 中，其中第一部分延伸入骶骨 (4) 的骨中且第二部分延伸入髂骨 (5) 的骨中，藉此跨越

骶髂关节(1)延伸。呈经髂骨置放的一或多个实质上线性的狭长部件(2)(其可组态成可进

一步包括一定量的锥度或进一步包括螺旋螺纹(spiral thread)的与外表面耦接的圆柱状

杆以避免需要产生经髂骨孔)可相对于骶骨(4)呈固定关系地定位髂骨(5)。然而，此等实

质上线性的狭长部件(2)的此经髂骨置放可具有上述缺点。另外，经髂骨孔(3)及狭长部件

(2) 的现有置放可在由骶髂关节 (1) 的成对关节面 (16)( 亦通常称为「耳状面 (auricular 

surface)」) 的边界界定的彼区域的外部，如以下进一步描述。

[0059] 现在主要参考图 2-6，展示本发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一具体实例，其可部分地

包括具有纵轴 (8) 的狭长本体 (7)。狭长本体 (7) 可具有尺寸足以避免在相对于骶骨 (4)

外科置放及固着髂骨 (5) 的正常力量下变形的组态。因此，尽管图 2-6 中所示的骶髂关节

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为大体上圆柱状或横截面为圆形；但本发明不如此受限制，且狭

长本体 (7) 可具有与下文描述的方法一致的众多及变化的横截面组态中的任一者，诸如椭

圆形、三角形、矩形、正方形、菱形或其类似组态。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视应用而定，图2中

所示的大体上圆柱状的狭长本体 (7) 可具有在约 0.5 公分 (「cm」) 至约 1cm 的范围内的直

径及安置在第一植入物端 (11) 与第二端 (12) 之间的在约 3cm 与约 6cm 的范围内的长度。

[0060] 关于本发明的特定具体实例，狭长本体 (7) 可进一步包括定界在狭长本体 (7) 的

第一植入物端 (11)与第二植入物端 (12)之间连通的轴向路径 (10)的轴孔 (9)。轴孔 (9)

允许在轴向路径 (10) 内置放导销 (13)( 或其它导引部件 )，可围绕该导销导引骶髂关节植

入物 (6) 的具体实例以插入及置放在骶髂关节 (1) 中，如以下进一步描述。

[0061] 再次主要参考图 2-6，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与狭长本体

(7)的外表面耦接的大体上沿纵轴(8)向外径向延伸的第一径向部件(14)。关于如图中所

示的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某些具体实例，第一径向部件(14)可沿纵轴(8)在实质上狭长

本体 (7) 的整个长度上延伸；然而，本发明不如此受限制，且本发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

具体实例可具有第一径向部件 (14)，其可部分地或以复数个不连续部分形式沿纵轴 (8) 或

狭长本体 (7) 延伸。

[0062] 再次参考图 2-6，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第二径向部件

(15)。第一径向部件(14)及第二径向部件(15)的每一者可大体上以相反关系(围绕狭长

本体(7)的纵轴(8)分开约180度 )自狭长本体(7)径向向外延伸；然而，本发明不如此受

限制，且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可围绕狭长本体 (7) 间隔较大或较小度

数。可使第一径向部件 (14)或第二径向部件 (15)的每一者 (或两者 )的组态适于非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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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之间来以实质上不动、不动或固定关系安置骶骨(4)及

髂骨 (5)。如本文所用的术语「非横向 (non-transversely)」意谓不布放或延伸跨越骶骨

(4) 与髂骨 (5) 之间的关节且特定言的不包括骶髂关节植入物的如上所述且展示于图 1中

的经髂骨置放。术语「关节面 (articular surface)」包括在骶骨 (4) 及髂骨 (5) 的表面之

间形成的两对 L 形表面，其具有如例如图 25、27 及 29 中所示的前侧部分 (87) 及尾侧部分

(86)(断线 )，且如本文所用，该术语不包括骶骨(4)或髂骨 (5)的在关节面(16)的外部的

结构或区域，诸如配对髂骨粗隆 (iliac tuberosity) 及骶骨窝 (sacral fossa)。

[0063] 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的每一者可各自提供分开一厚度 (19A)

而安置且具有由顶部边缘 (20)、一对侧边缘 (21)(22) 及底部边缘 (23) 定界的区域的一对

相反面 (17)(18)。侧边缘对的第一者 (21) 可如上所述与狭长本体 (7) 连接，从而使第二

侧边缘(22)自狭长本体 (7)的纵轴 (8)向外一距离地定位。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第一径

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的每一者可实质上呈矩形组态，其在侧边缘对的第一者

(21) 与侧边缘对的第二者 (22) 之间的高度 (28a) 在约 0.2cm 与约 1cm 的范围内。可理解

地，直径较小的狭长本体(7)可包括具有较大高度(28a)的第一径向部件(14)及第二径向

部件(15)(或其它径向部件)，且直径较大的狭长本体(7)可需要具有较小高度(28a)的第

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或其它径向部件 )。

[0064] 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的每一者的顶部边缘 (20) 可实质上与

狭长本体(7)的第一植入物端(11)对准地终止。第一径向部件(14)及第二径向部件(15)

的底部边缘 (23)可实质上与狭长本体(7)的第二植入物端(12)对准地终止。关于某些具

体实例，底部边缘 (23) 可进一步包括角式组件 (24)，其自狭长本体 (7) 向外向第一植入物

端 (11) 倾斜一距离、在第二植入物端 (12) 处开始且接合侧边缘对的第二者 (22)。角式组

件(24)可具有相对于纵轴(8)的垂线的在约15度至约30度范围内的角度(25)，如图2中

所示；然而，本发明不如此受限制且角式组件 (24) 可为半径组件、锥形组件或使插入骶髂

关节 (1) 中容易的其它组件。

[0065] 再次主要参考图 2-6，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某些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沿该狭

长本体(7)的纵轴(8)延伸的适于延伸入髂骨(5)的皮质骨中的第三径向部件(26)。某些

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沿该狭长本体(7)的纵轴(8)延伸的适于延伸入该骶骨(4)的皮质

骨中的第四径向部件(27)。可使第三径向部件(26)及第四径向部件(27)的某些具体实例

适于分别延伸入骶骨 (4) 及髂骨 (5) 的骨中。

[0066] 关于图 3中所示的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非限制性具体实例，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可大体上与狭长本体 (7) 的纵轴 (8) 成直线地连接。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的每一者可实质上与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呈相反关系(分开约180度 )及呈垂直关系(约90度 )自狭长本体(7)向外径向延伸(亦

参见图 8 及 9C) ；然而，本发明不如此受限制，且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 若具体实例包括第四径向部件 (27)) 可围绕狭长本体 (7) 相对于彼此及相对于第一径向

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间隔较大或较小度数，视应用及与骶骨 (4) 或髂骨 (5) 的

骨的所要的啮合量而定。

[0067] 第三径向部件(26)或第四径向部件(27)的每一者的组态可根据需要变化以提供

足以促进实质性不动、不动的可与骶骨 (4) 及髂骨 (5) 的骨啮合的一定量的表面积，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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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 (6) 时相对于髂骨 (5) 固定骶骨 (4) 及进一步提供对骶髂关节植入

物 (6) 在由骶髂关节 (1) 的肢接表面 (16) 定界的区域内的植入物位置处的旋转或其它不

合需要移动的阻力。因此，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具有第三径向部件(26)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的具体实例可提供以分开一厚度 (19b) 安置的一对相反面 (17)(18) 且具有由顶部边

缘 (20)、一对侧边缘 (21)(22) 及底部边缘 (23) 以与以上关于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

径向部件(15)所述类似的组态定界的区域。侧边缘对的第一者(21)可如上所述与狭长本

体 (7)连接，从而使第二侧边缘 (22)自狭长本体 (7)的纵轴 (8)向外一距离定位。作为一

非限制性实例，第三径向部件(26)及第四径向部件(27)的每一者可具有实质上矩形组态，

其在侧边缘对的第一者(21)与侧边缘对的第二者(22)之间的高度(28b)在约 0.1cm与约

0.4cm的范围内。第三径向部件(26)及第四径向部件(27)的每一者的顶部边缘(20)可实

质上与狭长本体(7)的第一植入物端(11)对准地终止。第三径向部件(26)及第四径向部

件(27)的底部边缘(23)可实质上与狭长本体(7)的第二植入物端(12)对准地终止。关于

某些具体实例，第三径向部件(26)及第四径向部件(27)的底部边缘(23)可进一步包括角

式组件 (24)，其使侧边缘对的第二者 (22) 向狭长本体 (7) 的第一植入物端 (11) 弯曲。角

式组件 (24) 可具有相对于纵轴 (8) 的垂线的在约 15 度至约 30 度范围内的角度 (25) ；然

而，本发明不如此受限制且就本发明的某些具体实例而言，可能无角式组件 (24) 或角式组

件的角度可大于或小于约15度至约 30度的范围内的角度。另外，角式组件(24)可与图中

所示类似或在特定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径向部件之间可不类似 (视应用而定 )。

[0068] 再次主要参考图 2-6，且不限于前述，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可

具有小于第一径向部件(14)及第二径向部件(15)的高度 (28b)。尽管第三径向部件(26)

及第四径向部件(27)的结构似乎与第一径向部件(14)及第二径向部件(15)类似，但功能

可实质上不同。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具有一组态 ( 高度、长度、厚度、

表面积、及相对于狭长本体 (7) 的外表面的位置，如上所述 )，其能够或允许非横向置放在

关节面 (16) 之间 ( 且不跨越 ) 或在如以下进一步描述用手术藉由移除骶髂关节 (1) 的一

部分在由关节面 (16) 定界的区域内产生的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内，在置放于关节面 (16)

之间或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内时能够使骶髂关节 (1) 实质上不动或不动。

[0069] 相对比地，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关于具有第四径向部件 (27) 的彼等具体实例可

具有一组态 (高度、长度、厚度、表面积、及在狭长本体 (7) 的外表面上的位置，如上所述 )，

其能够在非横向定位骶髂关节植入物 (6) 于骶髂关节 (1) 的关节面 (16) 之间时被强制推

动入骶骨 (4) 或髂骨 (5) 的皮质骨或疏松骨中一定深度或被置放在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的径向部件接收通道 (74) 内。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的高度可足以对

抗植入的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旋转以允许疏松骨骨融合于髂植入物(6)或穿过与第一径

向部件(14)及第二径向部件(15)类似的第三径向部件(26)或第四径向部件(27)或两者

的孔隙。现在主要参考图 2，自狭长本体 (7) 向外延伸的每一径向部件 (14)(15)(26)(27)

可终止于相对于径向部件的表面实质上垂直安置的径向部件隔条 (98)。

[0070] 再次主要参考图 2-6，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特定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一或多

个孔隙组件(31)，其在第一径向部件(14)或第二径向部件(15)或两者的相反面(17)(18)

之间连通。孔隙组件 (31) 的开口间隙的量可由可具有众多及变化的组态的孔隙周边 (32)

界定，该等组态的尺寸足以允许髂骨(5)或骶骨(4)(或两者)的表面邻近于骶髂关节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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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6)的第一径向部件(14)或第二径向部件(15)(或两者 )以向孔隙组件(31)中或穿过

孔隙组件 (31) 生长一定距离或在孔隙组件 (31) 内融合或融合入置放在孔隙组件内的材

料，该材料可包括：可骨整合、骨诱导性、骨传导性、成骨材料或生物活性剂、或其组合及排

列。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孔隙周边 (32) 可通常具有椭圆形组态，从而产生位于第一径向

部件(14)或第二径向部件(15)(或两者)中(或视具体实例而定位于其它径向部件中)的

椭圆形孔隙组件 (31)，其中椭圆形孔隙组件 (31) 的长度与第一径向部件 (14) 或第二径向

部件 (15) 的长度对准且为径向部件的长度的约四分的一至约三分的二，且椭圆形孔隙组

件(31)的宽度定位于第一径向部件(14)或第二径向部件(15)的侧面 (21)(22)之间且为

高度(28a)的约四分的一至约三分的二。另外，狭长本体(7)可进一步包括孔隙组件(31)，

其在径向部件 (14)(15)(26)(27) 之间在外表面之间连通。

[0071] 再次主要参考图 2-7，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与狭长本体

(7) 的第一植入物端 (11) 耦接的抗迁移组件 (33)。抗迁移组件 (33) 可采用狭长本体 (7)

的第一端的增大末端部分的形式 (如图 2-6 中所示 )，一或多个径向部件的高度 (28) 增加

(诸如如图 7中所示向外张口 )邻近狭长本体 (7)的第一植入物端 (11)。作为一非限制性

实例，抗迁移组件(33)可采用具有大体上圆形组态的端帽(34)的形式，其中中心实质上与

狭长部件 (7) 的纵轴 (8) 对准且径向向外延伸一足够距离以防止在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中进行植入之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第二植入物端 (12) 前进而进一步进入骶髂关节

(1) 中。尽管所示端帽 (34) 大体上为圆形组态，但端帽 (34) 可具有界定适用于固定骶髂

关节植入物(6)相对于骶髂关节(1)的位置的椭圆形、正方形、矩形或其它组态的端帽周边

(35)。另外，抗迁移组件(33)可具有足以进一步包括一或多个孔(36)的尺寸，该等孔在抗

迁移组件(33)的相反表面(37)(38)之间连通且经定尺寸以接收可经驱动或旋转以使机械

扣件的一部分与骶骨(4)或髂骨(5)啮合的机械扣件(39)(诸如有螺纹部件、有缺口部件、

锁定部件或其类似物)。现在主要参考图2，抗迁移组件(33)亦可采用在一部分或全部外表

面上的锥形组件的形式，该等锥形组件自表面向外渐尖，从而允许插入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但对抗反向行进。现在主要参考图 7，抗迁移组件 (33) 可采用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锥形末端 (33/99) 的形式，该锥形末端阻止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正向或反向行进。

[0072] 上述狭长本体(7)以及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其它组件可自复数件或呈单一件形

式的尺寸适合粒子、薄片或其它结构形式的生物兼容材料或生物兼容及可生物降解材料的

组合、或经适合黏合或成形或模制以提供根据本发明的组态的可成形或可模制材料制造或

形成。

[0073] 现在主要参考图 8及 9，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耦接、产生

或整合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所有或一部分外表面的涂层 (40)。涂层 (40) 可为可与骶

髂关节植入物(6)耦接的能够与髂骨(5)及骶骨(4)的骨进行生物兼容骨整合的任何组成

物，诸如纯氧化铝、二氧化钛、羟基磷灰石、三磷酸钙或其类似物。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涂

层(40)可藉由用电浆炬、电浆调变器或电浆枪进行电浆喷射来涂覆。或者，涂层(40)可藉

由喷砂、珠粒喷击、模制或其类似操作产生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表面粗糙度、孔隙率或不

规则性来达成。涂层 (40) 可具有在约 40μm 与约 100μm 的范围内的厚度。此外，骶髂关

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组态成具有贯穿的互连孔的材料，诸如可购自 Zimmer(P.O.Box 

708，1800 West Center Street，Warsaw，Indiana46581-0708) 的 TRABECULAR METAL ；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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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发泡体，诸如可购自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1200 Montreal Road，Bldg.

M-58，Ottawa，Ontario，Canada) 的钛发泡体；或经完全工程改造的多孔钛结构，诸如可购

自 Tecomet(115 Eames Street，Wilmington，MA 01887) 的 TRABECULITE。

[0074] 再次主要参考图 2 及图 3-6，本发明的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括一或多种生物活性

剂 (41)，其可直接施用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外表面或可与可施用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外表面或另外组成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部分的生物相容材料或生物相容可生物降解

材料或生物兼容可骨整合材料(共同用数字指针(100)表示 )混合。关于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特定具体实例，生物活性剂 (41) 可与一定量的生物兼容可生物降解材料或可骨整合

材料 (100) 混合且定位于一或多个孔隙组件 (31) 内。

[0075] 出于本发明的目的的「生物兼容」意谓任何材料执行本发明的具体实例的预定功

能而不引发对接受者的任何非所要局部或全身性影响的能力，且可包括非可生物降解材

料，诸如：陶瓷、金属或钢 ( 诸如钛合金 ) 或硬质聚合材料或硬质层压材料或复合物 ( 其包

括分散在硬质层压材料内的尺寸适合的金属粒子或钢粒子 )、经适合黏合或成形以提供组

态的生物兼容材料的适合大小的粒子、聚胺基甲酸酯、聚异丁烯、乙烯 -α- 烯烃共聚物、丙

烯酸聚合物及共聚物、乙烯基卤化物聚合物及共聚物、聚乙烯酯、聚氯亚乙烯、聚丙烯腈、聚

乙烯酮、聚乙烯芳族化合物 (诸如聚苯乙烯 )、乙烯系单体与烯烃的共聚物 (诸如乙烯 -甲

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 )、丙烯腈 -苯乙烯共聚物、ABS 树脂、乙烯 -乙酸乙烯酯共聚物、聚酰

胺 (诸如耐纶 66(Nylon 66) 及聚己内酯 )、醇酸树脂、聚碳酸酯、聚氧化乙烯、聚酰亚胺、聚

酯、环氧树脂、嫘萦 -三乙酸酯、塞璐芬 (cellophane)、聚醚醚酮 (PEEK)、聚醚酮酮 (PEKK)、

可购自Istituto di Scienza e Tecnologia dei Mareriali Ceramici(Faenza，Italy)的

来自木料的骨 (bone-from-wood)、或其类似物；或可生物降解材料，如本文所述。

[0076] 出于本发明的目的的「可生物降解」意谓任何生物兼容材料在骶髂关节的生理

环境内藉由一或多个物理、化学或细胞过程以符合以可藉由选择聚合物或聚合物的混合

物 ( 亦称为聚合材料 ) 控制的治疗含量提供骶髂关节病状的治疗的速率分解的能力，包括

(但不限于)：聚乳酸交酯聚合物(PLA)、乳酸与乙醇酸的共聚物(PLGA)、聚乳酸-聚氧化乙

烯共聚物、聚 (ε- 己内酯 - 共 -L- 乳酸 )(PCL-LA)、甘胺酸 /PLA 共聚物、涉及聚氧化乙烯

(PEO)的PLA共聚物、乙酰化聚乙烯醇(PVA)/聚己内酯共聚物、羟基丁酸酯-羟基戊酸酯共

聚物、聚酯 (诸如 (但不限于 )天冬胺酸及不同脂族二醇 )、聚 (酒石酸烷二酯 )及其与聚

胺基甲酸酯的共聚物、具有各种酯内含物及具有化学或酶促可降解键的聚麸胺酸酯、其它

可生物降解非肽聚酰胺、胺基酸聚合物、聚酸酐药物载体 (诸如 (但不限于 )聚 (癸二酸 )

(PSA)、脂族-芳族均聚物及聚(酸酐-共-酰亚胺)、藉由基质或侧位传递系统的聚(磷酸

酯 )、聚 ( 磷氮烯 )、聚 ( 亚胺基碳酸酯 )、交联聚 ( 原酸酯 )、羟基化聚酯 - 胺基甲酸酯、或

其类似物。

[0077] 出于本发明的目的的「生物活性剂」意谓种类或量可变化以提供有效介导骨、软

骨、腱的形成或愈合，或降低、抑制或防止在骶髂关节 (1) 内置放固着融合植入物的一具体

实例之后出现骶髂关节病状的症状 ( 诸如感染或疼痛 ) 的治疗含量的彼等药剂或药剂混

合物，且可不加限制地包括影响骨生长的药剂、去矿化骨基质、干细胞、同种异体移植物、

自体移植物、异种移植物、成骨蛋白 ( 无论天然存在、合成或重组 )、生长因子、细胞激素、

骨形态发生蛋白 2、骨形态发生蛋白 7、止痛剂、麻醉剂、消炎剂、抗细菌剂、抗病毒剂、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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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抗原虫药、抗感染药物、抗生素 ( 诸如胺基糖苷，诸如庆大霉素 (gentamicin)、康霉

素 (kanamycin)、新霉素 (neomycin) 及万古霉素 (vancomycin))、酰胺醇 ( 诸如氯霉素

(chloramphenicol))、头孢菌素 (cephalosporin)( 诸如头孢唑林 (cefazolin) 盐酸盐 )、

青霉素 (penicillin)( 诸如安比西林 (ampicillin)、青霉素、卡本西林 (carbenicillin)、

苯唑西林 (oxycillin)、二甲氧苯青霉素 (methicillin))、林可酰胺 (lincosamide)

( 诸如林可霉素 (lincomycin))、多肽抗生素 ( 诸如多黏菌素 (polymixin) 及杆菌肽

(bacitracin))、四环素 (tetracycline)( 诸如四环素、二甲胺四环素 (minocycline) 及多

西环素 (doxycycline))、喹诺酮 (quinolone)( 诸如环丙沙星 (ciprofloxacin)、莫西沙星

(moxifloxacin)、加替沙星 (gatifloxacin) 及左氧氟沙星 (levofloxacin))、抗病毒药物

( 诸如阿昔洛韦 (acyclovir)、更昔洛韦 (gancyclovir)、阿糖腺苷 (vidarabine)、迭氮胸

苷 (azidothymidine)、二脱氧肌苷 (dideoxyinosine)、二脱氧胞苷 (dideoxycytosine))、

止 痛 剂 ( 诸 如 可 待 因 (codeine)、吗 啡 (morphine)、酮 洛 酸 (ketorolac)、萘 普 生

(naproxen))、麻醉剂、利多卡因 (lidocaine)、大麻碱 (cannabinoid)、抗真菌剂 ( 诸如

两性霉素 (amphotericin))、抗血管生成化合物 ( 诸如阿奈可他乙酸盐 (anecortave 

acetate))、类视黄素 (retinoid)( 诸如他扎罗汀 (tazarotene))、类固醇消炎剂 ( 诸

如 21- 乙酰氧基妊烯醇酮 (21-acetoxypregnenolone)、阿氯米松 (alclometasone)、

阿尔孕酮 (algestone)、安西奈德 (amcinonide)、倍氯米松 (beclomethasone)、倍他米

松 (betamethasone)、布 地 奈 德 (budesonide)、氯 泼 尼 松 (chloroprednisone)、氯 倍

他索 (clobetasol)、氯倍他松 (clobetasone)、氯可托龙 (clocortolone)、氯泼尼醇

(cloprednol)、皮质酮 (corticosterone)、可的松 (cortisone)、可的伐唑 (cortivazol)、

地夫可特 (deflazacort)、地奈德 (desonide)、去羟米松 (desoximetasone)、地塞米

松 (dexamethasone)、二氟拉松 (diflorasone)、二氟可龙 (diflucortolone)、二氟泼

尼 酯 (difluprednate)、甘 草 次 酸 (enoxolone)、氟 扎 可 特 (fluazacort)、氟 氯 奈 德

(flucloronide)、双氟美松 (flumethasone)、氟尼缩松 (flunisolide)、氟新诺龙丙酮

(fluocinolone acetonide)、氟西奈德 (fluocinonide)、氟考丁酯 (fluocortin butyl)、

氟 可 龙 (fluocortolone)、氟 米 龙 (fluorometholone)、氟 培 龙 乙 酸 盐 (fluperolone 

acetate)、氟泼尼定乙酸盐 (fluprednidene acetate)、氟泼尼龙 (fluprednisolone)、

氟氢缩松 (flurandrenolide)、丙酸氟替卡松 (fluticasone propionate)、福莫可他

(formocortal)、哈西奈德 (halcinonide)、氯倍他索丙酸盐 (halobetasol propionate)、

卤 米 松 (halometasone)、卤 泼 尼 松 乙 酸 盐 (halopredone acetate)、氢 可 他 酯

(hydrocortamate)、氢皮质酮 (hydrocortisone)、氯替泼诺 (loteprednol etabonate)、

马 泼 尼 酮 (mazipredone)、甲 羟 松 (medrysone)、甲 泼 尼 松 (meprednisone)、甲 泼 尼

龙 (methylprednisolone)、莫 米 松 呋 喃 甲 酸 盐 (mometasone furoate)、帕 拉 米 松

(paramethasone)、泼尼卡酯(prednicarbate)、泼尼龙(prednisolone)、泼尼龙25-二乙基

胺基 -乙酸盐、泼尼龙磷酸钠 (prednisolone sodium phosphate)、泼尼松 (prednisone)、

泼尼松龙戊酸酯 (prednival)、泼尼立定 (prednylidene)、利美索龙 (rimexolone)、替可的

松 (tixocortol)、曲安西龙 (triamcinolone)、曲安奈德 (triamcinolone acetonide)、苯

曲安奈德 (triamcinolone benetonide)、己曲安奈德 (triamcinolone hexacetonide))、

或含有活间质干细胞的同种异体移植细胞基质 ( 诸如可购自 NuVasive 公司 (7475 L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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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vd.，San Diego，CA 92121 USA) 的 OSTEOCEL PLUS)、及任何其衍生物 (以单独或以其组

合形式 )。

[0078] 关于本发明固着融合植入物(6)的特定具体实例，生物活性剂(41)可贯穿生物相

容或生物相容可生物降解材料 ( 或生物兼容材料的混合物或生物兼容可生物降解可生物

降解材料的混合物)分散，此系藉由将生物活性剂(41)混合入熔融的生物兼容或生物可降

解聚合物中且接着藉由冷却使所得材料凝固，从而使生物活性剂 (41) 实质上均一地分散

于每一处来达成。可生物降解材料或生物兼容材料或其混合物可经选择以具有低于生物活

性剂 (41) 变为反应性或降解的温度的熔点。或者，可藉由溶剂浇铸而使生物活性剂 (41)

分散在生物相容或可生物降解材料中每一处，在溶剂浇铸中，生物相容或可生物降解材料

溶解于溶剂中，且生物活性剂 (41) 溶解或分散于溶液中。接着蒸发溶剂，从而使生物活性

剂 (41) 留在生物相容或可生物降解材料的基质中。溶剂浇铸需要生物兼容或可生物降解

材料可溶于有机溶剂中。或者，固着融合植入物 (6) 可置放于溶解有一定浓度的生物活性

剂 (41) 的溶剂中且其中位于孔隙组件中或施用于外表面的固着融合植入物 (6) 或生物相

容或生物相容可生物降解材料会膨胀。固着融合植入物(6)或其部分的膨胀会吸引一定量

的生物活性剂 (41)。可接着蒸发溶剂，从而使生物活性剂 (41) 留在生物相容或生物相容

可生物降解材料内。关于使生物活性剂 (41) 贯穿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或与固着融合植

入物耦接的生物相容或可生物降解生物兼容材料分散的每一方法，治疗含量的生物活性剂

(41) 可包括在生物相容可生物降解材料中以向骶髂关节 (1) 提供治疗有效含量的生物活

性剂以治疗特定骶髂关节病状。

[0079] 其它非活性剂 (42) 可出于多种目的包括在生物相容可生物降解材料中。举例而

言，可采用缓冲剂及防腐剂。可使用的防腐剂包括 ( 但不限于 ) 亚硫酸氢钠、硫酸氢钠、硫

代硫酸钠、氯化苯甲烃铵、氯丁醇、硫柳汞、乙酸苯汞、硝酸苯汞、对羟基苯甲酸甲酯、聚乙烯

醇及苯基乙醇。可采用的缓冲剂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 )如由 FDA或美国或外国的其它适

当机构针对所要投药途径所核准的碳酸钠、硼酸钠、磷酸钠、乙酸钠、碳酸氢钠及其类似物。

诸如氯化钠及氯化钾的电解质亦可包括在调配物中。

[0080] 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具有含用于治疗骶髂关节(1)的生物活性剂(41)的生物兼

容可生物降解部分的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藉由将生物活性剂 (41) 分散于如

上所述的生物兼容可生物降解材料中以提供在治疗含量下的生物活性剂 (41) 释放特性来

制备。如下所述在骶髂关节 (1) 中植入固着融合植入物 (6) 时，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生

物兼容可生物降解部分可实质上连续释放生物活性剂 (41) 以在约 1 毫克至约 4 毫克的治

疗含量下提供局部量的骨形态发生蛋白2以有助于骨再生长。应了解提供传递一定量的骨

形态发生蛋白2以有助于骨再生长的固着融合植入物(6)的一具体实例的此特定实例不意

欲具有限制性，且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可用于传递呈个别或组合形式的众多及

变化的活性剂 (41) 以在植入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之后治疗骶髂关节 (1) 的广

泛范围的病状。

[0081] 现在主要参考图 10-15 及 30，本发明的特定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在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第一植入物端 (11) 与第二植入物端 (12) 之间包括一定量的弯度 (43)。弯度 (43)

的量可在固着融合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与具体实例之间变化，视在实质上线性狭长本体

(7) 之间的应用而定，该狭长本体系如上所述以包括一定量的弯度 (43)，其界定有助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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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髂关节 (1) 的关节面 (16) 之间的前侧部分 (87) 及尾侧部分 (86) 中或在相应植入物接

收间隙(29)中进行置放的半径。作为一非限制性具体实例，半径可在约2cm及约 6cm的范

围内。

[0082] 现在主要参考图 15，具有一定量的弯度的本发明的某些具体实例可以复数个植入

物区段(101)(102)(103)提供，该等区段可藉由下述方法个别地植入如图25、27或 29中所

示的关节区域 (44) 内。

[0083] 另外，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具体实例可经组态以收容骨生长刺激器(105)。适用

的可植入生长刺激器可直接啮合电池组的阳极及在骶髂关节植入物 (6) 内或极邻近骶髂

关节植入物处植入的单一或双重钛阴极导线。阴极导线可向宿主骨、骨移植物或器件的部

分中安置一定距离，较佳使阴极端接触活骨及 / 或锚定入活骨中。本发明的具体实例可包

括具有隔热材料 ( 诸如 PEEK) 以防止阴极 - 金属接触，同时允许阴极 - 骨接触的金属植入

物。电池组可置放于筋膜外皮下袋中以达成可移除的置放。适合生长刺激器可购自Biomet 

Trauma100 Interpace Pkwy#1(Parsippany，NJ 07054-1149)。

[0084] 可理解地，无论单独或呈接合关系、无论为相同或不同具体实例的复数个本发明

骶髂关节植入物(6)可与本文关于固着且融合骶髂关节(1)所述的现有或本发明植入方法

一起加以利用。作为一实例，复数个狭长本体(7)可以固定、实质上固定或可移动关系接合

以提供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一具体实例。

[0085] 现在主要参考图 16-24，其为接近骶髂关节 (1) 的肢接表面 (16) 之间的关节区域

(44)且在骶髂关节(1)的关节区域(44)内的肢接表面(16)之间非横向置放骶髂关节植入

物 (6) 以藉由骶髂关节 (1) 的肢接表面 (16) 对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相应啮合来以实质

上不动关系安置骶骨(4)及髂骨 (5)的一非限制性方法。所述方法的特定实例足以使一般

技术者能够利用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且不意欲关于步骤顺序，或使用所有或任

何步骤或将一或多个步骤组合成为单一步骤，或进行作为子步骤的任一步骤、或其它类似

等效或现有步骤以将骶髂关节植入物的具体实例植入骶髂关节 (1) 内而具有限制性。

[0086] 现在主要参考图 16，方法的一具体实例可包括使在镇静状态下的患者伏卧在半透

明手术台(或其它适合表面)上的步骤。骶髂关节(1)可经局部麻醉以允许在荧光检查指

导下将射线照相对比剂 (46)( 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Isoview 300 射线照相对比剂 ) 注射

入骶髂关节(1)之下路态样中以描绘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的轮廓。在骶髂关节(1)

内注射射线照相对比剂(46)可利用具有可在骶髂关节(1)的肢接表面(16)之间前进的第

一管状部件端 (48) 且具有以可移除方式与套节 (50) 耦接的第二管状部件端 (49) 的管状

部件 (47)( 诸如注射针 ) 达成。套节 (50) 可经组态以按可移除方式与注射筒 (51)( 或欲

含有且传递一定量的射线照相对比剂 (46) 的其它器件 ) 耦接。在注射筒 (51) 的实例中，

注射筒(51)可具有能够接收足以描绘骶髂关节(1)的侧关节面(16)的轮廓的一定量的射

线照相对比剂 (46) 的内容积。柱塞 (52) 可以滑动方式接收于筒 (51) 内以穿过管状部件

(47) 将射线照相对比剂 (46) 传递入骶髂关节 (1) 中。管状部件 (47) 可具有在约第 16 型

号及约第 20 型号的范围内的型号且可进一步在外表面上以增加方式标记以允许确定第一

针端 (48) 已在骶髂关节 (1) 内前进的深度。当第一针端 (48) 前进入骶髂关节 (1) 中时，

放射照相染料(46)可自注射筒(51)内传递入骶髂关节(1)中以允许观测骶髂关节(1)及

在骶髂关节 (1) 内定位管状针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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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现在主要参考图17，一旦第一管状部件端(48)已经充分推进入骶髂关节(1)中且

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已经充分观测，就可自管状部件(47)移除套节(50)，从而使管

状部件(47)固定在骶髂关节(1)内以作为随后用于在骶髂关节(1)的肢接表面(16)之间

非横向定位或置放骶髂关节植入物(6)或移除由关节面(16)界定的区域内的骶髂关节(1)

的一部分以产生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的工具的初始导件。或者，一或多个导销 (13) 可沿

管状部件 (47) 的实质上相同路径插入以达成骶髂关节 (1) 内的固定啮合且在随后步骤中

用作导件。

[0088] 现在主要参考图 18，可在骶髂关节 (1) 之后上路 ( 或关于某些具体实例为下路 )

态样处的皮肤中产生小切口，其沿骶髂关节(1)的线在管状部件(47)的近端及远程延伸以

提供接近骶髂关节(1)的肢接表面 (16)之间的关节间间隙的孔道。管状探针(53)可与自

骶髂关节(1)向外延伸的管状部件(47)(或导销 (13))滑动啮合(尽管骶髂关节在图中出

于说明目的可展示为实质上线性，但应了解骶髂关节的通常不规则特征未被移除 )。管状

探针 (53) 可具有大体上圆柱状的探针本体 (54)，其终止于在推进入骶髂关节 (1) 中的末

端处的匙状尖端 (55)。可移除管状探针柄 (56) 与探针本体 (54) 的相反端耦接。匙状尖

端 (55) 可沿管状针 (47)( 或导线 (13)) 经引导入骶髂关节 (1) 之后部中且在侧部荧光观

测下经推进至骶髂关节(1)的前部。管状探针柄(56)可接着经移除，从而提供穿过在皮肤

中产生的切口自骶髂关节 (1) 向外延伸的大体上圆柱状的探针本体 (54)。

[0089] 现在主要参考图 19，自切口至骶髂关节 (1) 的孔道可藉由将套管 (57) 插入切口

中产生。具有平端(59)的软组织扩张器(58)或复数个尺寸递增的软组织扩张器可经探针

本体 (54) 推进直至软组织扩张器 (58) 的平端 (59) 及相应套管端 (45) 接触骶髂关节 (1)

之后路态样。可自套管(57)内移除软组织扩张器(58)。套管(57)的外表面可与周围组织

充分啮合以避免使组织位于套管(57)的中空内部。套管(57)的一非限制性具体实例提供

具有实质上平行的相反侧壁的管状体，该等侧壁在复数个不同夹具可插入其中的两端 ( 菱

形 )处以一半径终止。

[0090] 现在主要参考图 20A-20C，套管对准夹具 (60) 可经探针本体 (54)( 或导销 (13))

推进且经接收在套管(57)内。实质上，相同十字丝(63)(64)可安置在上夹具表面(65)及

下夹具表面(66)上。十字丝(63)(64)在 x射线下与骶髂关节(1)的对准可证实套管(57)

具有相对于骶髂关节(1)的成对关节面(16)的适当定向。可接着藉由将扣件穿过套管(57)

置放入骶骨(4)或髂骨 (5)中来使与成对关节面(16)呈适当定向的套管(57)与骶髂关节

呈固定关系地安置。

[0091] 现在参考图 21A 及 21B，第一钻头夹 (67) 可经探针本体 (54)( 或导销 (13)) 推进

且接收在套管 (57) 内。自骶髂关节 (1) 向外延伸的探针本体 (54)( 或导销 (13)) 穿过第

一钻头夹 (67) 的钻导孔 (68)( 或复数个导销 (13) 可穿过相应复数个导销孔 (69) 延伸 )。

钻导孔 (68) 可采用如图中所示的圆形孔、槽、或限制钻头 (62) 在钻头夹 (60) 内的移动且

为钻头 (62) 提供相对于骶髂关节 (1) 的引导的其它组态的形式。

[0092] 现在参考图22，管状钻头(70)可经探针本体(54)及在第一钻头夹(67)的钻导孔

(68) 内推进。在荧光检查引导下，管状钻头 (70) 可推进入骶髂关节 (1) 的肢接表面 (16)

之间的关节间区域(44)中以产生至经确定深度的第一孔(71)(用断线展示)。关于方法的

某些具体实例，可移除来自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之间的一定量的关节软骨或其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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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该等关节面应足以允许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以置换移除的关节软骨或

组织。因为方法移除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之间的退化关节软骨或组织，所以骶髂关

节(1)的关节面(16)可保持完整或实质上完整，从而允许在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之

间非横向定位骶髂关节植入物 (6)。可理解地，其它仪器可单独或与管状钻头 (62) 组合利

用来移除关节面(16)之间的关节软骨或组织，该等仪器诸如：起钉錾、圆头锉(bur)、孔锯、

刮匙、激光器(诸如CO2、钕/YAG(钇 -铝 -石榴石)、氩气及红宝石)、采用电磁能的电手术

设备 ( 切割电极可为精细显微针、柳叶刀、小刀、导线或带环、铉圈套器 (snare)、通电手术

刀 (energized scalpel) 或其类似物 )，其中传输的能量可为单极或双极的且以例如在约

300kHz 与约 1000kHz 的范围内的高频电流操作，无论以「峰值因子 (crest factor)」可恒

定在每正弦波形约 1.4 且电压峰值为约 300V 以允许实现「纯」截割效应，同时具有可能的

最小凝聚效应的纯正弦电流波形形式，或以峰值因子在 1.5 与 8 之间变化 ( 其中递减峰值

因子会提供较小凝聚效应)的调幅电流波形形式。可设置电手术波形以促进两种类型的组

织效应，即凝聚(细胞内温度上升，接着该等细胞脱水且收缩)或切割(细胞水的加热快速

发生以致细胞破裂 )。凝聚的细胞与切割的细胞的比例可变化，从而产生「掺合」或「混合」

效应。另外，完全整流电流、或部分整流电流、或产生较大量或侧向热量的闪耀电流可用于

发现关节的关节面且帮助将探针或导线推进入肢接表面之间的位置中。此等电流可有效降

解软骨且允许推进入关节中而不明显地穿透到软骨外很多。

[0093] 现在参考图 23，关于本发明的某些具体实例，可自套管 (57) 内移除第一钻头夹

(67) 且第二钻头夹 (72) 可经探针本体 (54) 推进且经接收在套管 (57) 内；然而，本发明不

限于任何特定数目的钻头夹且关于方法的某些具体实例，第一钻头夹 (67) 可包括所有所

需钻导孔 (68)( 或槽或钻导子的其它组态 ) 且关于方法的其它具体实例，可以连续顺序利

用复数个钻头夹以提供所有钻导孔 (68)。关于由图展示的本发明的特定具体实例，第一钻

头夹 (67) 可提供一或多个额外钻导孔 (68)，其相对于第一孔 (71) 引导具有相同或不同组

态的第二或更多管状钻 (62) 插入骶髂关节 (1) 内且推进入骶髂关节 (1) 中以在骶髂关节

(1) 内产生第二孔 (73)( 通常用断线以 71/73 显示 )或以预定样式间隔开的复数个孔以允

许自骶髂关节 (1) 的关节间间隙移除足够关节软骨 (16) 或其它组织以用于在由骶髂关节

(1)的成对关节面(16)界定且在其之间的区域内置放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具体实例。关

于本发明的某些方法，可以连续顺序利用第一钻头夹 (67) 或第二钻头夹 (72) 或复数个钻

头夹来移除骶髂关节 (1) 的一部分以产生植入物接收间隙 (29)。就方法的此等具体实例

而言，可自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16)之间移除足以允许置放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某些

具体实例的关节软骨或其它组织及足够软骨下骨，且一或多个径向部件接收通道 (74) 可

切入该骶髂关节(1)的至少 1个足以接收髂植入物(6)的其它具体实例的关节面(16)中。

一或多个径向部件接收通道 (74) 可切入骶骨 (4) 或髂骨 (5) 的软骨下皮质骨或疏松骨中

一定深度。

[0094] 现在主要参考图24，在随后步骤中，可自套管(57)内移除连续呈现的钻头夹(67)

(72) 中的最后一个且髓针夹 (75) 可经探针本体 (54) 推进以定位在套管 (57) 内。髓针

夹 (75) 可包括髓针导孔 (76)，其接收经探针本体 (54) 推进的管状髓针 (78) 的第一髓针

端 (77)。第一髓针端 (77) 可具有可推进入骶髂关节 (1) 中的组态。关于方法的某些具体

实例，可使第一髓针端 (77) 适于自骶髂关节 (1) 的关节区域 (44) 内的关节面 (16)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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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一定量的关节软骨及其它组织以非横向置放具有狭长本体 (7)，或具有狭长本体 (7)

及第一径向部件 (14)，或具有在骶髂关节 (1) 的关节面 (16) 之间具有第一及第二径向部

件 (14)(15) 的狭长本体 (7) 的骶髂关节植入物 (6)。关于方法的其它具体实例，管状髓针

(78) 可移除足够的一部分骶髂关节 (1) 以产生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来接收骶髂关节植入

物 (6) 的具有狭长本体 (7)、狭长本体 (7) 及至少 1个适于在关节面 (16) 之间非横向置放

的径向部件(14)或至少 1个适于延伸入骶骨(4)或髂骨 (5)的骨中的径向部件(26)的具

体实例。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图 24 展示髓针 (78)，其经组态以移除骶髂关节 (1) 的一部

分来产生植入物接收间隙(29)以接收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具体实例，该等具体实例具有

狭长本体 (7)( 第一径向部件 (14) 及第二径向部件 (15) 以适于定位在骶髂关节 (1) 的关

节面 (16) 之间的实质上相反关系沿狭长本体 (7) 的纵轴 (8) 向其延伸 ) 且进一步具有以

适于相应延伸入骶骨 (4) 及髂骨 (5) 的骨中的实质上相反关系沿狭长部件 (7) 的纵轴 (8)

延伸的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0095] 现在主要参考图 25 及 26A、26B 及 26C，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及骶髂关节植入物

(6) 可经组态而具有相关尺寸关系，以使得在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内置放骶髂关节植入物

(6) 会以实质上不动关系安置骶骨 (4) 及髂骨 (5) 且实质上避免骶骨 (4) 及髂骨 (5) 的位

置关系自正常状态改变，或避免将骶骨 (4) 与髂骨 (5) 驱动到一起或分开而偏离或实质上

偏离正常位置关系。选择骶髂关节植入物(6)及植入物接收间隙(29)的组态的意图是使骶

骨 (4) 相对于髂骨 (5) 不动同时维持骶髂关节 (1) 呈实质上正常或实质上正常位置关系，

或使骶髂关节 (1) 返回至实质上正常位置关系以矫正骶髂关节 (1) 的退化病状。

[0096] 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植入物接收间隙(29)的组态允许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具

体实例非横向置放于骶髂关节(1)的关节面 (16)的尾侧部分 (86)之间。尽管骶髂关节植

入物 (6) 的某些具体实例可能仅提供定位于经相应组态的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内以啮合

髂骨(5)的骨的至少一部分的狭长本体(7) ；但本发明不如此受限制，且可进一步包括至少

第一径向部件或第一及第二径向部件，第一径向部件 (14) 的至少一部分外表面啮合骶骨

(4) 及髂骨 (5) 的骨 (73) 的一部分。关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有第三径向部件 (26)

及第四径向部件 (27) 的彼等具体实例，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可进一步包括另一径向部件

接收通道(74)，其相应地允许第三及第四径向部件(26)(27)延伸入骶骨(4)或髂骨(5)的

骨 ( 无论软骨下骨、皮质骨、疏松骨或其类似骨 ) 中，或骶髂关节植入物 (6) 压入无径向部

件接收通道 (74) 的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中可强制推动径向部件 (26)(27) 进入骶骨 (4)

及髂骨 (5) 的骨中。机械扣件 (39)( 诸如有花纹部件 ) 可穿过孔 (36) 插入于抗迁移组件

(33) 中及进入骶骨 (4) 及髂骨 (5) 中以固定固着融合植入物 (6) 在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内的位置。

[0097] 现在参考图 27 及 28A、28B 及 28C，作为第二非限制性实例，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的组态允许藉由与以上关于切开及产生到达骶髂关节 (1) 之上路关节部分的孔道所述类

似的程序或步骤将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非横向置放在骶髂关节 (1) 的关节面

(16) 的前侧部分 (86) 之间。

[0098] 现在参考图 29 及 30，植入物接收间隙 (29) 的组态允许藉由与以上关于切开及产

生到达骶髂关节 (1) 之下路关节部分的孔道所述类似的程序或步骤将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具体实例非横向置放在骶髂关节 (1) 的关节面 (16) 的前侧部分 (87) 与尾侧部分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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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0099] 现在主要参考图 31，其展示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一具体实例，该具体实例具有

适于与对准工具(79)的一部分固定配合的轴孔(9)的一部分。对准工具(79)可具有固定

或以可调方式固定的组态，其使管状对准导件 (80) 与穿过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孔 (36)

中的一者对准。插入工具 (81) 可与管状对准导件 (80) 滑动啮合。狭长部件 (85) 可以可

移除方式与邻近骶髂关节植入物(6)中的孔 (36)的第一插入工具端(82)固定附接。第二

插入工具端(83)可被强制推进于管状对准导件(80)中以推进狭长部件(81)穿过孔(36)，

以相对于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相应啮合的该等关节面 (16) 呈横向关系地安置狭长部件

(81)。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狭长部件 (81) 可具有与外表面耦接的螺旋螺纹 (84) 且藉由

旋转插入工具 (81) 的第二端 (83)，狭长部件 (85) 可被相对于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相应

啮合的该等关节面 (16) 呈横向关系地牵引穿过骶髂关节植入物 (1) 的孔 (36)。藉由进一

步操作狭长部件 (85)，可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外表面相抵地牵引骶髂关节 (1) 的关节

面 (16)。

[0100] 现在主要参考图 32，本发明的具体实例可进一步包含与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第

一端 (11) 连接的耦接组件 (87)。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耦接组件 (87) 可藉由螺纹啮合扣

件部分(88)而相对于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第一端(11)以固定关系安置；然而，本发明不

如此受限制且扣件部分 (88) 可藉由诸如熔接、旋转熔接、黏着或其类似方法的任何方法与

骶髂关节植入物(6)的第一端 (11)连接。耦接组件(87)可进一步提供经组态以与悬跨部

件 (90) 的众多及广泛多种横截面几何结构接合的耦接部分 (89)。作为一非限制性实例，

耦接部分 (89) 可组态成与扣件部分 (88) 枢接的圆柱状杯 (91)。螺旋螺纹可与圆柱状杯

(91) 的内表面耦接以可旋转地接收螺旋螺纹化本体 (92)。圆柱状杯 (91) 的侧壁 (93) 可

包括可接收悬跨部件(90)的一部分的穿通组件(94)。可藉由螺旋螺纹化本体(92)的旋转

啮合而使悬跨部件 (90) 的接收于穿通组件 (94) 内的一部分与圆柱状杯 (91) 呈固定关系

地置放。

[0101] 现在主要参考图 33，作为另一非限制性实例，一对骶髂关节 (1) 中的每一者可接

收各自具有与第一端 (11) 耦接的耦接组件 (87) 之上述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一具体实

例。耦接组件 (87) 的每一者可接收悬跨部件 (90) 的相反端 (95)。另外，与骶髂关节植入

物 (6) 呈固定关系的悬跨部件 (90) 可与复数个额外悬跨部件 (96) 连接，作为一非限制性

实例，该等额外悬跨部件可与脊柱 (97) 呈位置关系而置放以允许支撑可锚定在脊椎之间

的额外植入物。

[0102] 现在主要参考图 34，作为另一非限制性实例，第一耦接组件 (87) 可与如上所述的

骶髂关节植入物 (6) 的一具体实例的第一端 (11) 接合且第二耦接组件 (87) 的扣件部分

(88)可直接安置入骶骨(4)或髂骨(5)或两者的骨中。呈平板形式的悬跨组件(90)的相反

端 (95)可为或可提供耦接组件 (87)的扣件部分 (88)可穿过的孔隙 (96)。耦接部分 (89)

的外表面的相应部分与悬跨部件 (90) 可啮合以固定悬跨部件 (90) 的位置，从而允许藉由

复数个固着组件将腰脊椎与经稳定骨盆耦接以进一步增加稳定性。

[0103] 方法可进一步采用手术中神经生理监测以降低患者神经系统 ( 特定言的周边神

经 )的医原性损伤的风险，或向外科医师提供功能指导。

[0104] 实施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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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在直接观测下及在辅助侧部荧光检查下，将具有实质上如图 3-6 所示及如上所述

的组态的本发明骶髂关节植入物的一具体实例插入患者中。进行该程序以达成评估在实际

付诸实施中在实质上如图 25 中所示的骶髂关节的关节面的下路部分或尾侧部分之间安全

植入本发明骶髂关节植入物的能力的目的，以确认将骶髂关节植入物植入实质上如上所述

经组态的植入物接收间隙中会起到使骶髂关节不动的作用。植入骶髂关节的下路 (尾侧 )

部分中的如上所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证明会即刻使骶髂关节不动。

[0106] 如可由前述所容易了解，本发明的基本概念可以多种方式来体现。本发明涉及包

括骶髂关节植入物的骶髂关节融合系统及植入骶髂关节植入物的方法 ( 包括提供骶髂关

节的固着及融合的最佳模式 )的众多及变化的具体实例。

[0107] 因而，由本说明书揭示或伴随本申请案的图或表中所示的本发明的特定具体实例

或组件不意欲具有限制性，而意欲例示由本发明一般性涵盖的众多及变化的具体实例或关

于其任何特定组件的所涵盖的等效物。此外，本发明的单一具体实例或组件的特定描述可

能不明确描述所有可能的具体实例或组件；许多替代物系由本说明书及图隐含地揭示。

[0108] 应了解装置的各组件或方法的各步骤可由装置术语或方法术语描述。当需要使本

发明所享有权利的隐含广泛覆盖范围明确时，此等术语可经替换。仅举例而言，应了解方法

的所有步骤皆可揭示为动作、进行彼动作的手段、或引起彼动作的组件。类似地，装置的各

组件皆可揭示为实体组件或彼实体组件所促成的动作。仅举例而言，揭示「一植入物」应理

解成涵盖揭示「植入」的动作 -- 无论是否明确论述 --，且反的，若实际上揭示了「植入」的

动作，则该种揭示应理解成涵盖揭示「一植入物」及甚至「植入部件的手段」。各组件或步骤

的此等替代性术语应理解成明确包括在本说明书中。

[0109] 此外，关于所用的各术语，应了解除非其在本申请案中的利用与此等解释不一

致，否则普通辞典定义应理解成包括在对如 Random House Webster′ s Unabridged 

Dictionary，第二版中所含的各术语的描述中，各定义特此以引用的方式并入本文中。

[0110] 出于本发明的目的，范围在本文中可表述为自「约」一特定值至「约」另一特定值。

当表述该种范围时，另一具体实例包括自一特定值至另一特定值。类似地，当藉由使用先行

词「约」以近似值形式表述值时，应了解特定值形成另一具体实例。应进一步了解每一范围

的端点相对于另一端点及独立于另一端点均有效。此外，术语「约」意谓关于任何数值的在

彼数值附近至多 10％的偏差。

[0111] 此外，出于本发明的目的，术语「一」实体系指一或多个彼实体；举例而言，「一部

件」或「一狭长部件」系指一或多个部件或至少 1个部件。因而，术语「一」、「一或多个」及

「至少 1个」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0112] 因此，应了解申请人主张至少：i) 如本文中揭示及描述的骶髂关节植入物，ii) 揭

示及描述的相关方法，iii) 此等器件及方法的每一者的类似、等效及甚至隐含变化形式，

iv) 达成所展示、揭示或描述的功能的每一者的彼等替代性具体实例，v) 达成展示为对于

达成揭示及描述的彼功能而言为隐含性的功能的每一者的彼等替代性设计及方法，vi) 展

示为单独及独立发明物的各特征、组件及步骤，vii) 由揭示的各种系统或组件增强的应用，

viii) 由此等系统或组件产生的所得产品，ix) 实质上如上文所述及参考任何随附实例的

方法及装置，x) 先前揭示的组件的每一者的各种组合及排列。

[0113] 本专利申请案的先前技术章节提供对本发明所属的努力领域的陈述。此章节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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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有或含有某些美国专利、专利申请案、公开案的释义；或所主张发明的适用于关联关于

本发明所属技术状态的信息、问题或关切事件的标的物。不意欲将本文中引用或并入有的

任何美国专利、专利申请案、公开案、陈述或其它信息解释为、理解为或视为欲承认为关于

本发明的先前技术。

[0114] 本说明书中阐述的申请专利范围(若存在)特此以引用的方式并入作为本发明说

明书的一部分，且申请人明确保留使用此等申请专利范围的此并入内容的所有或一部分作

为支持任何或所有申请专利范围请求项或其任何要素或组件的额外描述的权利，且申请人

进一步明确保留必要时将此等申请专利范围请求项或其任何要素或组分的并入内容的任

何部分或全部自本说明书移动入申请专利范围中或反的亦然以界定本申请案或任何随后

申请案或其接续案、分割案或部分接续申请案所寻求保护的标的物，或以符合任何国家或

条约的专利法律、规则或法规的权利，且以引用的方式并入的此内容在本申请案 ( 包括其

任何随后接续案、分割案或部分接续申请案 ) 的整个待审期或随后任何再颁予或延长期间

将继续存在。

[0115] 本说明书中阐述的申请专利范围(若存在)进一步意欲描述有限数目的本发明较

佳具体实例的边界及界限且不应解释为本发明的最广泛具体实例或可能主张的本发明的

具体实例的完全清单。申请人不放弃基于以上阐述的本说明书产生其它申请专利范围作为

任何接续案、分割案、或部分接续案或类似申请案的一部分的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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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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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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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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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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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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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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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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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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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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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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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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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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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B

图 20C

说  明  书  附  图CN 102361601 B

35



        15/29 页

36

图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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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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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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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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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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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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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说  明  书  附  图CN 102361601 B

43



        23/29 页

44

图 2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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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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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说  明  书  附  图CN 102361601 B

46



        26/29 页

47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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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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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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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说  明  书  附  图CN 102361601 B

50


	扉页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