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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骨切线角协助后路枕骨髁螺钉置钉的

可行性研究

娄桢祺 徐顶立 王扬 马维虎 李国庆 阮超越 赵华国

  【摘要】 目的 探讨枕骨切线角在协助后路枕骨髁螺钉置钉中的可行性，验证自制置钉器辅助
置钉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方法 选取 12具成人尸体枕颈部标本，行薄层 CT扫描，将数据以 Dicom格
式导入 mimics 19.0软件，对每具标本行枕骨及寰椎的三维重建模拟置钉，并通过 3-matic软件测量置
钉参数枕骨切线角、头倾角、内倾角、进钉长度及舌下神经管下缘至螺钉中轴线距离。 利用自行设计
的枕骨髁螺钉置钉器，结合枕骨切线角、内倾角及进钉点行工具辅助下后路枕骨髁螺钉标本置钉，术
后再次对枕颈部行薄层 CT扫描并行重建，测量实际置钉后相应置钉参数。 手术前后对应置钉参数
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 术前三维重建下枕骨髁螺钉模拟置钉测得最佳钉道参数头倾角 5.3°±
0.9°，切线角 14.9°±3.7°，内倾角 28.1°±5.9°，进钉长度（21.4 ±1.7） mm，舌下神经管下缘至螺钉
中轴线距离（4.74 ±0.36） mm，术前左右侧枕骨髁上述模拟置钉参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32、-0.48、0.10、0.23、0.09，均 P＞0.05）。 应用置钉器协助枕骨髁螺钉安全置入，术后 CT评估
螺钉均位于理想置钉通道，未对舌下神经管、寰枕关节面等结构产生损伤，术后测得实际置钉参数头
倾角 5.2°±0.7°，切线角 15.1°±3.2°，内倾角 28.2°±4.2°，进钉长度（21.5 ±1.7） mm，舌下神经管
下缘至螺钉中轴线距离（4.54 ±0.29） mm，术后实际置钉参数左右侧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 ＝
-0.77、0.82、0.56、0.22、0.21，均 P＞0.05）。 术前及术后测量参数对比，头倾角、切线角、内倾角、进
钉长度和舌下神经管下缘至螺钉中轴线距离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 ＝0.56、 -0.47、 -0.18、 -0.70、
1.89，均 P ＞0.05）。 结论 枕骨切线角可在后路枕骨髁螺钉置钉过程中直接测量，协助指导枕骨髁
螺钉置钉；自制枕骨髁螺钉置钉工具可有效结合枕骨切线角、头倾角及进钉点辅助螺钉的准确置入，
提高后路枕骨髁螺钉置钉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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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acticability of occipital tangent angle in assisting
posterior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placement and to verify the safety and accuracy of self -made screw
placement device for auxiliary screw.Methods Occipito-cervical region specimens of 12 adult corpses were
selected and scanned by thin-cut CT examination.Th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occipital and atlas
was simulated for each specimen， and 3-matic softwar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etting parameters ，
including occipital tangent angle ， head obliquity， internal inclination angle， length of the screw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inferior margin of hypoglossal canal to the screw axis.Using the self-designed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placement device ， combined with occipital tangent angle ， internal inclination angle and
insertion point， the posterior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specimen was inserted with nails with ass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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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The occipito-cervical region was reconstructed and scanned by thin-cut CT examination again after the
operation to measuring the parameters of screw placement after actual screwing.The paired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parameters of screw placement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Results  Pre-operative three
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occipital condyle screw showed that the head obliquity was 5.3°±0.9°， the
tangent angle was 14.9°±3.7°， the internal inclination angle was 28.1°±5.9°， and the length of screw
insertion was （21.4 ±1.7） mm respectively； the distance from the inferior margin of hypoglossal canal to
the screw axis was （4.74 ±0.36） mm.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arameters of analogue
nailing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occipital condyles before the operation （ t ＝-1.32， -0.48， 0.10， 0.23，
0.09， all P ＞0.05）.The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was safely implanted with screw placement device .The
screw was located in the ideal nail insertion channel after operation by CT scan evaluation ， without any injury
to the hypoglossal canal， the atlanto-occipital articular surface and other structure.After the operation， the
actual nailing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the head inclination angle was 5.2°±0.7°， the tangent angle was
15.1°±3.2°， the internal inclination angle was 28.2°±4.2°， the length of screw insertion was （21.5 ±
1.7） mm， the distance from the inferior margin of hypoglossal canal to the screw axis was （4.54 ±
0.29） mm.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 in the actual screw placement
parameters （ t ＝-0.77， 0.82， 0.56， 0.22， 0.21， all P＞0.05）.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head obliquity ， the occipital tangent angle， the internal inclination angle， length of screw
entry，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inferior margin of hypoglossal canal to the screw axi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n （t ＝0.56， -0.47， -0.18， -0.70， 1.89， all P ＞0.05）.Conclusion The occipital tangent
angle can be measured directly in the process of posterior occipital condyle screw insertion to guide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insertion， and the self-made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placement device can effectively
combine the three parameters：occipital tangent angle， head inclination angle and insertion point ， which can
improve the safety of posterior occipital condylar screw insertion.

【Key words】  Occipitocervical fusion；  Occipital condyl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Tangent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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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Uribe 等［1］
和 La Marca 等［2］

分别通过

独立研究提出以枕骨髁作为单一颅侧固定点行枕颈

融合的新方法。 目前，枕骨髁螺钉已经被证明是在
枕颈融合术中替代枕骨钉板在颅侧固定的可行方

案
［1-3］ 。 但由于枕骨髁位置特殊，且周边毗邻众多重

要解剖结构，术前钉道规划及置钉参数的测量在指
导枕骨髁螺钉安全精准置入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均有研究枕骨髁螺钉置钉参数指导置

钉，但主要着重于进钉点、头倾角、内倾角及进钉长
度

［1，4-8］ 。 本团队于先前的研究提出枕骨切线角在
协助后路枕骨髁安全置钉中的理论意义

［9］ ，现自制
对应辅助枕骨髁螺钉置钉工具，探讨枕骨切线角在
协助后路枕骨髁螺钉精准置钉中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12具成人尸体标本，其中新鲜冰冻标本 7

具（男性 5 具，女性 2 具），福尔马林浸泡标本 5 具
（男性 3 具，女性 2 具），各标本死亡年龄未知。 完
整截取标本 C0 ～C2 节段作为实验对象，保留骨性及
周围软组织结构，对标本进行随机编号（1 ～12 号）
后，依次行薄层 CT扫描（荷兰 Philips公司 Brilliance
64 CT），扫描层厚 0.6 mm，排除骨折脱位、结构缺

损、畸形或肿瘤占位病变的存在。
二、自制枕骨髁螺钉置钉器介绍
枕骨髁螺钉置钉器主要包括有 3 个部分：（1）

切线固定杆，操作时以头端放置于枕骨髁后缘中点
进钉点，操作杆紧靠枕后部，作为枕骨切线；（2）通
道杆，与切线固定杆间所形成的夹角即为枕骨切线
角，通道杆内通道代表螺钉中轴线；（3）水平板，依
靠重力条件，水平板在操作过程中保持垂直位，其中
线与通道板间所形成的夹角为内倾角（图 1）。
三、寰枕三维重建模拟枕骨髁螺钉置钉
将所得 CT 数据以 Dicom 格式分别导入

Mimics19.0 软件（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利用
Bone segmentation 工具对枕骨及寰椎行骨性阈值分
割（分割阈值为 266 ～1 800），应用三维区域增长工
具，形成枕骨与寰椎骨性结构三维蒙版，利用
Calculate 3D 工具，基于蒙版对骨性结构行三维重
建，并对重建结构进行必要的切割及光滑处理，导入
直径 3.5 mm，长 32 mm的 STL格式枕骨髁螺钉，参
照 Lee 等［10］

和王扬等
［7］
提出的枕骨髁后部中点为

进钉点，进行左右侧枕骨髁模拟置钉。 尽量保证螺
钉与枕骨髁长轴平行，获得最大螺钉置入长度，同时
以不损伤舌下神经管、寰枕关节面、枕骨髁内外侧壁
为原则（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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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制枕骨髁螺钉置钉器：A为置钉器 3 个组成部分，分别为水平板、通道杆及切线

固定杆；B 为切线固定杆与通道杆组成切线角；C 为水平板与通道杆组成内倾角

图 2 不同视角下枕骨髁三维重建模拟置钉效果图：A、
B 分别为下面观和侧面观

图 3 3-matic 软件下置钉参数的精确测量：A 为颅骨基底水平面、垂直平面及螺钉内倾

角；B 为进钉长度及舌下神经管距螺钉中轴线垂直距离的测量；C 为切线角及头倾角测量
示意图：a表示枕骨切线，b为颅底水平面，c 代表螺钉中轴线，P1 螺钉进钉点，P2 为切线
点，角 1 为线段 b与 c的夹角即头倾角，角 2 为线段 a 与 c的夹角即枕骨切线角

四、置钉参数的测量
将模拟置钉完成后的 3D 模型导入 3-matic

Research 11.0软件中，在 Analyze、Sketch 等工具辅
助下，以枕骨大孔前后缘中点为定位点确定颅骨基
底水平面、垂直平面，建立螺钉长轴中轴线，标注由
进钉点引出的相切于枕骨后部的直线为枕骨切线，
测量螺钉中轴线与基底平面的夹角为头倾角；螺钉
中轴线与枕骨切线所形成的夹角为枕骨切线角；螺
钉中轴线至垂直平面的角度为内倾角；测量螺钉前

缘顶点至进钉点的距离为进钉长

度；测量舌下神经管下缘至螺钉中
轴线的垂直距离（图 3）。
五、利用自制置钉器协助标本

枕骨髁螺钉置钉

将标本固定于手术固定架，取
标准后正中切口，逐层解剖分离，暴
露枕外隆突至枢椎区域骨面（尽可

能剃净皮质骨面的软组织），注意避免破坏正常骨
性结构，显露枕骨髁后缘、寰椎后弓及椎动脉水平
段。 参照对应标本术前模拟置钉参数，以自制后路
枕骨髁螺钉置钉工具，结合枕骨切线角、头倾角、进
钉点，调节置钉工具角度及方位。 一助手把持固定
置钉器，保持置钉器处于预定位置，术者依次采用克
氏针、开口锥及开路锥沿工具导向通道对枕骨髁制
备钉道，探针确认钉道四壁完整。 随后，沿预置钉
道，置入直径 3.5 mm 枕骨髁螺钉，同方法操作对
侧，手术过程未行术中 X线透视（图 4）。
六、置钉后安全性验证
再次对所有置钉后标本行薄层 CT 扫描，观察

螺钉方位，判断螺钉与舌下神经管、寰枕关节面的位
置关系 （图 5A， B）。 将所得术后 CT 数据导入
Mimics 19.0软件，以术前模拟置钉相同方法重建相
应骨性结构及螺钉（图5C），并对实际置钉参数进行
测量，测量方法同模拟置钉参数测量。
七、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对正

态分布数据采用 x̄ ±s表示，左右侧
和手术前后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 检
验，检验水准α＝0.05，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术前模拟置钉参数测量
结果

通过对 12 具标本术前重建模
拟置钉，24侧枕骨髁均有足够体积
空间供 3.5 mm 枕骨髁螺钉置入，
并获得合理安全的置钉通道，测得
模拟枕骨髁螺钉置钉参数头倾角

5.3°±0.9°，切线角 14.9°±3.7°，
内 倾角 28.1°±5.9°， 进 钉 长 度
（21.4 ±1.7） mm，舌下神经管下缘
至螺钉中轴线距离（4.74 ±0.3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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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自制置钉器在协助后路枕骨髁螺钉置钉过程中的应用：A 为切线固定杆与通道杆构成枕骨切线角，切线固定杆紧靠枕骨后部；B 为通
道杆与水平板构成螺钉内倾角；C 为置钉器在手术过程中俯视图；D为置钉完成后标本后面观，螺钉未对椎动脉水平段造成压迫

图 5 术后 CT 检查见螺钉位于理想位置（A、B），C 为标本实际置钉后三维重建示意图

术前模拟置钉左右侧上述指标对比，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t ＝-1.32、 -0.48、0.10、0.23、0.09，均
P ＞0.05）（表 1）。
二、术后实际置钉安全性验证及参数测量结果
共利用置钉器协助置入枕骨髁螺钉 24枚，术中

置钉器紧贴进钉点及枕骨后部，并由助手在术中保
持置钉器稳定，手术过程顺利，术后螺钉未对椎动脉
水平段及寰椎后弓造成侵犯。 术后 CT 见枕骨髁螺
钉位置可，均未对舌下神经管、寰枕关节面造成损
害。 术后 CT数据三维重建测量实际枕骨髁螺钉置
钉参数头倾角 5.2°±0.7°，切线角 15.1°±3.2°，内
倾角 28.2°±4.2°，进钉长度（21.5 ±1.7） mm，舌下
神经管下缘至螺钉中轴线距离（4.54 ±0.29） mm，
术后实际置钉参数左右侧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t ＝-0.77、0.82、0.56、0.22、0.21，均 P ＞0.05）
（表 2）。
三、术前模拟置钉及术后实际置钉参数对比

结果

枕骨髁螺钉术前模拟置钉参数与术后实际置钉

参数头倾角、切线角、内倾角、进钉长及舌下神经管
下缘距螺钉中轴线垂直距离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t ＝0.56、 -0.47、 -0.18、 -0.70、1.89，均 P ＞

0.05）（表 3）。 自制置钉器可有效结合切线角、内倾
角及进钉点三项参数，构成理想预置钉道，协助后路
枕骨髁螺钉安全、精准置钉。

讨 论

Uribe等［1］
和 La Marca 等［2］

于 2008 年首次提
出以枕骨髁作为单一颅侧固定点行枕颈内固定融合

术的新观念。 近来在解剖学适应性、生物力学稳定
性、影像学和形态学以及尸体标本置钉的研究和该
技术的成功案例报道均表明，枕骨髁螺钉固定技术
在枕颈失稳上的可行性

［1-2，4，11-15］ 。 但枕骨髁位置独
特且周边毗邻众多重要解剖结构，尤其是枕骨髁上
方有舌下神经管通过

［16］ ，其内有舌下神经、咽升动
脉脑膜支和舌下神经静脉丛等重要结构

［17］ 。 如何
在置钉过程中有效避免舌下神经管的损伤显的尤为

重要，Uribe 等［1］
通过对 6 具枕颈部标本置钉后认

为，在枕骨髁矢状位平面，螺钉头倾角＜5°可有效避
免舌下神经管的损伤。 Le 等［5］

提出头倾角应 ＜
10°，且尽可能与颅底平面平行，否则寰枕关节后缘
及舌下神经管受侵犯的概率将会增加。 王扬等［7］

认为枕骨髁后部中点为进钉点配合 3°头倾角置钉
时成功率可达 96.67％。 但在实际手术操作过程

中，术者肉眼及术中透视无法准确
观测舌下神经管位置及颅底水平面

方位，头倾角在实际置钉中缺乏良
好的固定参照物，其大小难以得到
准确预判，因此以头倾角指导置钉
受到限制。
为追求更为安全及精准的后路

枕骨髁螺钉置钉，本团队于先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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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本术前模拟置钉左、右侧枕骨髁螺钉置钉参数测量结果（ x̄±s）

项目 头倾角
（°）

切线角
（°）

内倾角
（°）

进钉长
（mm） 舌下神经管至

螺钉距离（mm）
左侧 5   .1 ±0 R.9 14 "".6 ±3 ▌.7 28 èè.2 ±6 r.0 21 ...3 ±1 ▌.8 4 xx.74 ±0 j.38
右侧 5   .5 ±1 R.0 15 "".1 ±3 ▌.8 28 èè.0 ±6 r.0 21 ...4 ±1 ▌.7 4 xx.73 ±0 j.36
t 值 -1   .32 -0   .48 0 ▌▌.10 0 kk.23 0 ▌▌.09
P 值 0   .21 0   .64 0 ▌▌.93 0 kk.82 0 ▌▌.93

表 2 标本术后实际置钉左、右侧枕骨髁螺钉置钉参数测量结果（ x̄±s）

项目 头倾角
（°）

切线角
（°）

内倾角
（°）

进钉长
（mm） 舌下神经管至

螺钉距离（mm）
左侧 5   .1 ±0 R.7 15 "".5 ±2 ▌.7 28 èè.6 ±5 r.1 21 ...4 ±2 ▌.1 4 xx.55 ±0 j.25
右侧 5   .3 ±0 R.6 14 "".7 ±3 ▌.7 27 èè.7 ±3 r.1 21 ...6 ±1 ▌.2 4 xx.53 ±0 j.33
t 值 -0   .77 0   .82 0 ▌▌.56 0 kk.22 0 ▌▌.21
P 值 0   .46 0   .43 0 ▌▌.59 0 kk.83 0 ▌▌.84

表 3 标本术前模拟置钉参数与术后实际置钉参数比较结果（ x̄ ±s）

时间 头倾角
（°）

切线角
（°）

内倾角
（°）

进钉长
（mm） 舌下神经管至

螺钉距离（mm）
术前 5   .3 ±0 R.9 14 "".9 ±3 ▌.7 28 èè.1 ±5 r.9 21 ...4 ±1 ▌.7 4 xx.74 ±0 j.36
术后 5   .2 ±0 R.7 15 "".1 ±3 ▌.2 28 èè.2 ±4 r.2 21 ...5 ±1 ▌.7 4 xx.54 ±0 j.29
t 值 0 ムム.56 -0   .47 -0   .18 -0 ▌▌.70 1 ▌▌.89
P 值 0 ムム.58 0   .64 0   .86 0 ▌▌.49 0 ▌▌.07

研究
［9］
提出枕骨切线角参数概念。 枕骨切线角是

指由进钉点所引出的与枕骨后部相切的切线与螺钉

中轴线所形成的夹角。 在后路枕骨髁螺钉置钉过程
中，常规暴露枕外隆突至枢椎后弓区域骨面使得枕
骨切线角在实际操作中直接测量成为可能。 在枕骨
切线角协助置钉过程中，枕后部及枕骨髁均为固定
参照物，其在进钉点确定的情况下，配合相应的内倾
角，在三维空间中，对应的枕骨切线是独立且唯一
的，与此同时，在术中侧位可直接肉眼评估测量螺钉
与枕后部间的切线角角度，从而依据术前模拟置钉
情况，调节进钉角度及方向，确保螺钉精准安全置
入，避免造成对舌下神经管的损伤。 即在三维空间
置钉条件下，枕骨切线角结合内倾角及进钉点可形
成唯一的三维置钉向量，使枕骨髁螺钉可沿预想的
置钉通道安全置入。 因此，本研究团队依据上述理
论，将枕骨切线角、内倾角及进钉点三项参数整合制
作枕骨髁螺钉置钉器。
本研究将自制枕骨髁螺钉置钉器首次应用于尸

体标本置钉，术后 CT 及三维重建显示 24 侧枕骨髁
螺钉均沿模拟预置钉道置入，未对枕骨髁周围重要
解剖结构造成侵犯。 安全精准的置钉离不开术前的
合理规划，数字化骨科的发展为脊柱外科精准置钉

提供新的思路
［18-20］ ，术前三维重建模拟置钉可有效

规划合理安全的预置钉道，并可通过计算机测量获
得最为精确的置钉参数指导螺钉置入。 自制置钉器
可根据相应置钉参数引导螺钉沿模拟钉道置入，其
优势在于：（1）置钉器将枕骨切线角应用于实际操
作，通过个体化术前三维重建及参数测量，结合内倾
角和进钉点构成唯一空间通道指导置钉，引导置钉。
（2）置钉器方便灵活，根据术前个体化参数可调节
置钉器角度方位，且三项置钉参数均可在术中直观
测量应用，无需透视，增加置钉可操作性。 同时笔者
认为，在后路枕骨髁螺钉置入操作中，严格保持标本
标准中立位，合理显露手术区域，尽可能剥离枕骨后
部及枕骨髁骨面软组织，可使内倾角和枕骨切线角
得到最为精确的测量。 在制备预置钉道过程中，保
持置钉器的稳定性，尽可能减少制备预置钉道时器
械活动对置钉器位置产生影响，对于确保钉道的准
确性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助手固定置钉器位置，且
以切线固定板紧靠枕骨后部来增加置钉工具稳定

性，使得钉道能够最大化接近预先设计的最佳化轨
迹，提高置钉精确性。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该技术
理念可有效应用于计算机导航技术，为追踪器提供
最佳的进钉点及方向，提高置钉的精准度。 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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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标本样本较少，且未设置徒手置钉对照组，未对比
置钉器辅助置钉及徒手置钉间的精确性。 虽然该方
法技术为枕骨髁螺钉置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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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临床医学影像”栏目征稿

  医学影像检查是临床常用的诊断手段。 影像学改变是
病理改变的反映，但不同的病理改变往往有相似的影像学表
现，这给诊断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促进临床影像诊断经验的
交流和诊断、鉴别诊断水平的提高，中华医学杂志自2001年
第 1期开辟“临床医学影像”栏目，为特殊的、少见的、但具
有临床启发意义的影像学表现提供一个展示园地，使局部
的、个人的经验尽快地为广大临床医师借鉴，为临床医学影
像诊断积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栏目是一个以图片展示

为主的栏目，要求提供高质量的影像图片，图片必须清晰、对
比度好、病变特征显示明确。 每篇文章可提供 2 ～4幅不同
影像技术的图片，如 X 线、CT、磁共振成像、超声、核素显像
或病理图片等。 文字部分则宜简练，描述患者的简要病史，
主要影像学表现，经病理或临床科学手段确定的最后诊断结
果，不进行讨论，不引用参考文献，字数在 400字以内。 欢迎
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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