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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装置辅助下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的置入效果

刘  旭 1，2，陈  浩 1，2，孔祥如 1，2，姜  伟 1，2

文题释义：

股骨髓内钉徒手置钉技术：利用C形臂透视股骨髓内钉，使远端锁孔重叠成标准正圆，通过调整使得钻头或克氏针的尖端位于正圆中心，

调整电钻方向，使钻头或克氏针垂直于正圆的平面，保持住方向，钻孔，即可通过远端锁钉孔。

微调装置辅助下置钉技术：连接微调装置，确认冠状面上套筒对准髓内钉的钉孔；插入套筒，拔除内芯，调整C臂机透视出正圆(C臂机靠

近套筒，C臂机的大平面和套筒尾端小平面平行时，容易透出正圆)；调整定位杆使得定位杆圆心和髓内钉圆心在一条轴线上，即髓内钉和

定位杆共用同一条中轴线；沿套筒插入克氏针，不要切口，直接插至骨皮质，然后锤入；透视确认克氏针在位，钻孔、测深、拧入合适长

度螺钉。

摘要

背景：髓内钉是治疗股骨干骨折的“金标准”，但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的置入一直是个难题。

目的：比较微调装置辅助下徒手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置入与单纯徒手置钉的效果。

方法：纳入2017-2021年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骨科收治的股骨干、股骨转子部骨折患者63例，共计64侧肢体股骨骨折，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2组：微调装置组(32侧)在微调装置辅助下进行徒手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置入，徒手操作组(32侧)进行徒手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

置入。比较两组从开始到透视形成正圆图像的时间和透视次数，置钉成功的时间和透视次数，锁钉置入操作的总时间。

结果与结论：微调装置组从开始操作C臂到正圆形成的时间和透视次数少于徒手操作组(P < 0.001)，从正圆形成到C臂确认置钉成功的时间

和透视次数少于徒手操作组(P < 0.001)，锁钉置入操作的总时间少于徒手操作组(P < 0.001)。结果表明，相较于单纯徒手置钉，微调装置辅

助置钉速度快、间接辐射少，无直接辐射暴露，无需专门设计装置，是值得推广的一项锁钉技术。

关键词：股骨骨折；髓内钉；锁钉置入；内固定；微调装置；徒手置钉；磁力导航；体外瞄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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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tramedullary nail is the “gold standard” for the treatment of femoral shaft fractures, but the placement of distal locking of the femoral 
intramedullary nail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between unarmed and vernier device support groups for distal interlocking screws in femoral n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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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股骨干骨折是常见的四肢长骨骨折，髓内钉是四肢长骨

骨折内固定的“金标准”
[1-5]

，其中心固定的原理为骨折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患者可以早期活动，使肢体最大限度地恢

复功能。髓内钉的置入大部分可采用闭式复位，创伤较小，

减少对骨折部位的软组织破坏，最大程度地保留血供，降低

骨折不愈合的概率。即使在欠发达地区，无辐射 SIGN 髓内

钉的应用仍可使骨折获得良好固定
[6-9]

。但是股骨髓内钉远

端锁钉的置入一直是个难题
[10-12]

。目前的远端锁钉方法主要

有：徒手置钉
[13-14]

、体外瞄准架
[15-16]

、磁力导航
[17-20]

。徒手

置钉需要让锁定孔透视成正圆，钻头找准圆心后摆正电钻，

使得钻头与 X 射线平行，从而能穿出 2 个锁钉孔的圆心，完

成置钉。但是在钻孔过程中，没有任何辅助设备可以稳住电

钻，全靠术者的经验、手感，且摆正后的电钻挡住了 X 射线，

使得术者无法在钻孔过程中用 X 射线评估钻孔的准确性，不

断地尝试、反复地钻孔甚至会导致医源性骨折
[21]
。

磁力导航系统不需要使用 C 臂机，使术者免于辐射的伤

害，但需要较高的费用
[22]
，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基层医疗

机构不易推广。体外瞄准架有较高的准确性，但是当髓内钉发

生形变时
[23]
，定位杆不能准确地压住髓内钉定位平台

[24]
，需

要反复透视明确定位杆的偏移方向，然后再次钻孔定位。定位

杆的缺陷有如下几点：①增加皮肤切口及软组织损伤；②对膝

关节有一定程度的激惹；③发生偏移后再次钻孔容易落入原来

的钉孔，使得定位过程更加复杂，反复钻取定位孔甚至会导致

医源性骨折的发生。陈立军等
[25]
、LI 等 [26]

和 HSU 等
[27]

采用

自行发明的装置进行微调，但是存在下面问题：①装置中的压

杆显的多余；②瞄准杆的重叠是为了使射线平行于套筒，可用

该文中的正圆方法轻松替代；③“创生”股骨髓内钉瞄准杆组

件中的微调装置可以完成操作，无需再去设计繁琐的工具，增

加了使用成本。该文通过对比使用现成的微调装置辅助锁钉与

完全徒手锁钉的效果，从而明确微调装置辅助下锁钉是否能够

快速、准确、无直接辐射暴露地置入股骨远端锁钉。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单盲研究，组间数据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率比较的卡方检验与独立样本 t 检验。

METHODS: Totally 63 patients with femoral shaft and trochanteric fractures (64 sides) were enrolled from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Group Suqian Hospital from 2017 to 2021.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the vernier device support group (32 cases), unarmed 
femoral intramedullary nail placement and internal fixation were conducted with vernier device support. In the unarmed group (32 cases), unarmed femoral 
intramedullary nail distal locking screw placement and internal fixation were conducted. The operation time and X-ray count for a perfect circle image, 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fluoroscopy when the nail was successfully placed, and the total time of the locking nail inser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unarmed and 
vernier device support group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X-ray count for a perfect circle image of the vernier device support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unarmed group (P < 0.001). 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fluoroscopy when the nail was successfully placed of the vernier device support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unarmed group (P < 0.001). The total time of the locking nail insertion of the vernier device support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unarmed group 
(P < 0.001).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unarmed nail placement, the vernier device support placement has faster locking speed, less indirect 
radiation, no direct radiation exposure, and no need for a specially designed device. It is a locking nail technology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femoral fracture; intramedullary nail; interlocking screw; internal fixation; vernier device; unarmed nailing; magnetic navigation; extracorporeal 
diopter

Funding: Suqian Municipal Gui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in 2019, No. Z2019174 (to CH)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LIU X, CHEN H, KONG XR, JIANG W. Insertion of distal interlocking of femoral intramedullary nails with vernier device.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18):2866-2870.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7-2021 年在南京鼓楼医院集团

宿迁医院骨科完成。

1.3   对象   纳入 2017-2021 年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骨

科收治的股骨干、股骨转子部骨折患者 63 例，共计 64 侧肢

体股骨骨折 ( 其中 2 例系双侧股骨骨折 )，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 2 组：观察组 (31 例，32 侧 ) 在微调装置辅助下进行

徒手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置入内固定；对照组 (32 例，32 侧 )

进行徒手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置入。研究获得南京鼓楼医院

集团宿迁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021045)，所有患者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股骨干、股骨转子部骨折；②采用股骨顺

行髓内钉固定；③采用下肢牵引床协助复位。

排除标准：①合并股骨颈骨折；②合并足部骨折无法完

成牵引；③膝关节屈伸活动明显受限；④健侧髋关节活动受

限无法进行截石位的摆放。

样本量计算：根据既往研究，选取对照组的锁钉时间为

(1 023.6±154.2) s，预计观察组均值为 880 s，α=0.05，1-β =90%，

利用 PASS 11.0 软件进行计算，需要样本量为 50 例，此次研

究样本量满足要求。

1.4   材料   内固定材料介绍，见表 1。

表 1 ｜内固定材料介绍
Table 1 ｜ Introduction of internal fixation materials

项目 股骨带锁髓内钉

生产厂家 创生医疗器械 ( 中国 ) 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苏食药监械生产许 20010080 号

材质及规格 钛合金，FYJN，FYJN- Ⅱ
适应证 主要适用于骨折内固定

不良反应 骨不连或延迟愈合，骨折端加压或骨吸收引起肢体畸形，过敏反

应，疼痛，应力遮挡，骨坏死，手术操作引起的神经系统、感染

等并发症

1.5   方法   

1.5.1   骨折复位固定操作   ①术前准备：术前 30 min，头孢

尼西1.0 g静脉滴注，头孢过敏者，依替米星300 mg静脉滴注；

②麻醉：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仰卧位，上牵引床，牵引复位

骨折端，消毒，铺单；③开口：大转子尖端上方取 4-6 cm切口，

置入开口器，正侧位透视见进针点良好，近端扩髓；④复位：

插入复位器，骨折端通过克氏针推压撬拨、手法折顶闭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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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如闭合复位失败，骨折端取 4-6 cm 切口，暴露骨折端，

直视下器械辅助复位；⑤扩髓：骨折端复位成功后，插入导 

针，逐步扩髓；⑥置钉：测量髓内钉长度，选择合适长度、

直径髓内钉，体外连接微调装置，确认冠状面的对位，置入

髓内钉；⑦阻挡钉：如发现置钉后复位不佳，阻挡钉置入协

助复位。

1.5.2   徒手锁钉操作   调整 C 臂机，使髓内钉钉孔形成正圆，

电钻上克氏针，克氏针尖端置于正圆圆心上，确认后，调整

克氏针使之垂直于髓内钉锁定孔形成的圆面，置入克氏针，

电钻钻孔，测深，置入螺钉。

1.5.3   微调装置辅助下徒手锁钉操作

理论基础：股骨髓内钉远端锁钉不准的绝大部分原因是

偏前或者偏后 ( 以人体标准解剖姿势为参照 )，极少碰到偏

上或偏下的情况，偏上偏下除非是髓内钉伸缩或者大幅度左

右形变，理论上不会发生。因此，只要对矢状位进行调整即可。

微调装置的组成：连接髓内钉的金属臂，可以前后调节

的调节臂，控制调节臂的旋钮，见图 1。

1.5.4   术后处理   ①预防感染：术后 24 h 内应用预防性抗生

素；②功能锻炼：指导患者在止痛状态下行膝关节、髋关

节屈伸锻炼，直腿抬高锻炼 ( 合并其他骨折的，根据具体

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制动 )；③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指导患

者行踝泵运动每天 200 次，给予那曲肝素皮下注射 ( 严重

贫血者暂缓使用 )；使用间歇性充气压力装置；④术后 14 d

拆线，每月摄片一次，骨痂形成后拄拐下地部分负重，逐

渐完全负重。

1.6   主要观察指标   两组透视成正圆的时间和透视次数、置

钉成功的时间和透视次数、置钉操作总时间。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该文的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性别、AO 分型的

分布对比采用的是两独立样本率比较的卡方检验；年龄、手

术时间、透视次数、置钉时间等计量资料采用的是独立样本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统计学方法已经由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63 例患者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试验分组流程图   见图 5。

2.3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比例、

骨折 AO 分型分布、手术时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2，具有可比性。

图注：图中A为连接髓内钉的连接臂；B为调节臂；C为微调旋钮，旋动“C”
可以控制“B”在矢状位摆动

图 1 ｜股骨定位杆中的微调装置

Figure 1 ｜ Vernier device from femoral positioning rod

C

A

B

操作步骤：①连接创生微调装置；②冠状面对位：确认

冠状面上套筒对准髓内钉的钉孔 ( 根据上述理论本步骤体外

已经对准，不需要调整 )，见图 2a；③透出正圆：插入套筒，

拔除内芯，调整 C 臂机透视出正圆 (C 臂机靠近套筒，C 臂机

的大平面和套筒尾端小平面平行时，容易透出正圆 )，见图

2b、c；④矢状面对位，调整定位杆使得定位杆圆心和髓内

钉圆心在一条轴线上，即髓内钉和定位杆公用同一条中轴线；

⑤置针，沿套筒插入克氏针，不要切口，直接插至骨皮质，

然后锤入，见图 3；⑥透视确认克氏针在位，见图 4；⑦钻孔、

测深、拧入合适长度螺钉。

图注：a 为确认冠状面对位；b 为调整 C 臂机透视出正圆，其中 A 是 C
臂机大平面，B 是套筒小平面，此时两平面平行；c 为确认套筒和 C 臂

机轴线平行

图 2 ｜调整 C 臂机使两平面平行

Figure 2 ｜ Regulating C-arm to collimated two surfaces

a b cA

B

a b

dc

图注：a 为体外影像，调整微调装置，使定位杆圆心与髓内钉锁定孔的

圆心在一条水平线上；b 为术中实图，手术中插入套筒，套筒投影和钉

孔重叠；c 为术中实图，小切口辅助复位，持骨钳固定，装置调节后已

插入套筒；d 为置入克氏针

图 3 ｜调整微调装置并置入克氏针 
Figure 3 ｜ Regulating vernier device and kirschner wire insertion

图注：a 为侧位显示克氏针在位，b 为正位显示克氏针在位

图 4 ｜正、侧位透视确定置钉成功

Figure 4 ｜ Successful nailing confirmed by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films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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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手术结果   术中骨折均复位良好，其中 5 例闭合复

位失败，采取小切口、持骨钳辅助复位，1 例采用切开复位

短钢板临时固定后置入髓内钉。63 例患者最终均置钉成功。

2.5   两组置钉效果   微调装置组从开始操作 C 臂机到正圆形

成的时间和透视次数少于徒手操作组 (P < 0.001)，从正圆形

成到透视确认置针成功的时间和透视次数少于徒手操作组 

(P < 0.001)，置钉总时间少于徒手操作组 (P < 0.001)，见表 3。

无法精确控制克氏针完全垂直于网格的平面。而此次研究中，

由于套筒的存在，可以精确地控制克氏针处于唯一的方向，

无需手动调整。MORTAZAVI 等 [31]
分别利用自制微调装置和

有限元分析预测远端锁钉孔，从而增加术中置钉的准确性。

MALEKI 等 [32]
及 GAO 等

[33]
利用髓内钉孔激光指示器引导置

钉获得了良好效果。WEIDERT 等
[34]

利用视频增强透视 (VAF)

技术对 7 具尸体牛腕骨进行远端交锁，与常规方法相比可显

著减少透视图像的数量。但这些技术在欠发达地区或基层暂

无法推广。

3.2   关于透成正圆的问题   在定位器辅助下进行正圆影像的

获取，可以把套筒远端的小平面当做参照，当 C 臂机的大平

面和定位套筒的小平面平行时可以获得标准的正圆。而没有

任何器械的情况下想要获取正圆，参照的是人体解剖体位和

标志，在无菌单遮挡、肿胀等因素的影响下想要透出正圆相

对比较困难，需要更多的透视次数。参照两平面平行方法的

优势在于两平面可以很接近甚至无缝接触 (C 臂机可以套无

菌膜 )，相对于参照人体解剖标志，观看 2 个靠近的平面是

否平行会更加简单，能最大程度减少人眼观察的误差。从此

次研究中可以看出，微调装置的辅助可以快速获得正圆，时

间较普通徒手锁钉大幅度减少，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3.3   关于锁钉孔圆心的对准   徒手锁钉时需要反复调整，才

能使克氏针尖端对准圆心，术者多次近距离暴露在射线之下，

经验不足的医生更甚，增加了手术时间与术者辐射暴露。如

果为了减少医务人员的直接辐射暴露，可卸下电钻去除阻挡

进行透视，但这势必又增加了置钉时间。而微调套筒只需要

调整旋钮，让定位杆和髓内钉轴线重叠，然后插入克氏针即

可对准圆心，操作过程中术者可以远离射线，避免直接暴露；

可通过找出旋钮旋转角度和调节臂移动的幅度之间的定量关

系来降低调节旋钮的次数，达到快速调节和减少辐射的目的。

3.4   关于进针方位的问题   徒手锁钉时，当克氏针尖端找准

圆心后需要调整电钻方向，使克氏针方向与射线平行才能保

证穿过锁定孔。首先，克氏针是否与射线平行没有明确的参

照，即使平行了，在钻孔的时很难一直保持平行的方向。其

次，术者手和电钻的遮挡，也使得在钻入的过程中无法透视

克氏针有无偏移，除非卸掉电钻、术者离开进行透视确认，

这样反复透视浪费大量时间。第三，一旦发现克氏针偏移，

骨道已经形成，再次置针很容易进入既有的骨道，从而使得

问题更加棘手。借助于微调装置，只要顺着套筒置入克氏针，

套筒的方向就是平行于射线的方向，即垂直于髓内钉锁定孔

平面的方向。有了套管的辅助，保证了克氏针的方向，实现

轻松置针。此次研究中，由于套筒控制住了进针方向，使得

术者可以快速放心地钻孔，而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去维持电

钻方向，所以置钉时间大幅度减少，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再次证明了微调装置组的优势。

3.5   辅助定位装置的注意事项及研究的不足   辅助定位装置

的强度有限，所以在置钉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不要施加过大的

外力，否则将使得钻孔方向偏移。不要在定位杆和髓内钉公

用轴线 ( 即矢状位对其 ) 后，再去插入另外的套筒，因为重力

表 3 ｜完全徒手置钉与微调装置辅助下置钉的时间及透视次数对比
Table 3 ｜ Comparison of nailing time and X-rayed times of unarmed group 
versus vernier device group

项目 微调装置组
(n=31)

徒手操作组
(n=32)

t 值 P 值

开始操作 C 臂到正圆形成时间 (s) 86.00±12.60 208.21±51.40 13.06 < 0.001
开始操作 C 臂到正圆形成透视次数 2.59±1.09 6.03±2.01 8.51 < 0.001
正圆形成到 C 臂机确认置针成功时

间 (s)
142.53±31.34 692.40±222.23 13.86 < 0.001

正圆形成到 C 臂机确认置针成功透

视次数

1.63±0.70 13.44±4.26 15.47 < 0.001

锁钉总时间 (s) 228.53±41.36 900.72±224.36 16.67 < 0.001

表 2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2 ｜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项目 微调装置组
(n=31)

徒手操作组
(n=32)

统计值 P 值

男 / 女 (n) 21/10 27/5 χ 2=2.18 0.14
年龄 (x-±s，岁 ) 47.84±17.20 47.75±15.90 t=0.02 0.98
AO 分型 (31A/32A/32B/32C，侧别 ) 7/11/10/4 1/18/11/2 χ 2=6.90 0.08
手术时间 (x-±s，min) 166.75±51.18 173.60±69.99 t=0.45 0.66

图 5 ｜试验分组流程图

Figure 5 ｜ Flow chart of group assignment 

选择股骨干、股骨近端骨折肢体 80 例

伦理批准、知情同意

纳入 63 例，随机分组

微调装置组 31 例 徒手操作组 32 例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排除 17 例；

不符合纳入标准；

研究者认为不可

参加试验；

其他原因

2.6   不良反应   住院期间无患者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无患

者发生感染。术中无反复钻孔及螺钉拧入造成的医源性骨折，

无螺钉及相关器械断裂出现。

3   讨论   Discussion
3.1   多方学者进行各种锁钉置入技术的尝试   宋俊杰

[28]
利用

透视正圆技术，让压杆对准髓内钉定位平台，显著提高了机

械瞄准杆的成功率，但是仍然跳不出瞄准杆额外钻孔、增加

组织损伤的困局。刘晓强等
[29]

采用辅助外侧小切口克氏针

定位微调法进行股骨交锁髓内钉远端锁钉置入，该法反复操

作会造成组织和骨质损伤。YIANNAKOPOULOS 等
[30]

利用金

属网格法进行透视定位，首先，网格离骨皮质有一定距离，

会产生误差；其次，定位后仍会陷入完全徒手置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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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偏移。不要拉开套筒做切口，而是直接经皮置入克氏针，

避免定位杆的晃动，造成误差。可以用细克氏针 (2.0 mm) 

进行钻孔，进一步扩大容错率。另外，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总之，通过体外确认冠状面的对位，然后两平面平行法

快速获取正圆，调整微调装置，使其与髓内钉共用轴线，此

时一举两得，既使得套筒的圆心对准了髓内钉锁定孔的圆心，

同时套筒的方向也保证了克氏针垂直于锁钉孔平面，使得置

钉轻松、简便、无直接辐射暴露，显著优于单纯徒手锁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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