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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中耳和内耳细微结构的标准化标本制作方法

王乃利 张迪 穆瑞民 寇印华 曹承刚 马超 刘克*

(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人体解剖学与组织学胚胎学系，北京 100005)

［摘要］ 目的 探索显示中耳和内耳细微结构直视标本的标准化制作方法。方法 使用人颞骨材料，在颅内

和颅底面画出标准锯路的标志线，选择细齿窄条钢弓锯，沿标志线锯开颞骨显示中耳结构。再用手握式玉石磨钻

分别研磨显示内耳结构。最后完成对鼓膜、听小骨、面神经、鼓索神经和颈内动脉等结构的仿真复原，并用合页连

结锯开的两半颞骨。结果 在锯开的颞骨内可清晰显示中耳鼓室的 6 个壁，以及锥状隆起、咽鼓管、前庭窗和蜗窗

等细微结构。磨制后的内耳可见 3 个打开的骨半规管和耳蜗的剖面。复原后的听骨链、面神经、鼓索神经、颈内动

脉和鼓膜等结构，均以三维方式显示原有结构的特征和位置关系。由合页连结的颞骨标本，既可打开观察内部结

构，也可合拢显示整体形态。结论 采用锯开和研磨技术制作耳标本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标准化的锯路标志和

标准的定位研磨是成功制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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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ndardized specimen preparation method of middle
and inner ear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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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 specimen preparing method of middle and inner ear for direct observation．
Methods Marking the standardized line for sawing on the inner and basale surfaces of the human temporal bone． Using a
junior hack-saw to open the temporal bone along the marked line to show the middle ear structure． The inner ear structure
was exposed with a hand drill． Simulation of tympanic membrane，auditory ossicles，facial nerve，chorda tympani and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were then restructured． A hinge was used to connect the two halves of the temporal bone． Ｒesults
All six walls of the tympanic cavity were clearly shown in the sawed temporal bone，which showed the pyramidal eminence，

pharyngotympanic tube，oval window and round window． Three opened semicircular canal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the
cochlear in the inner ear were exposed． The reconstructed auditory ossides，facial nerve，chorda tympani，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tympanic membrane were used to show the structure and posi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hinge connection can
be opened to observe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closed to see the overall form． Conclusion The sawing and grinding
method were appli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the inner ear specimen． The sawing pathe and the grinding site of the inner ear
were standardized． This method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natomy teach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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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是听觉和平衡觉的感受器官，结构复杂、精

细。由于中耳和内耳都埋在颞骨内很难解剖显示;

每当讲到耳部局解时，因为颞骨既小又坚硬，加之缺

少标准化的解剖指导而无从下手; 同学们都感到理

解很困难［1，2］。因此，建立国人耳标本制作的规范

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十分必要。经过多次的实践、

比较和分析，我们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化操

作方法，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材料和方法

1． 解剖材料

干燥的分离颞骨和固定后的湿性颞部标本材

料。
2． 使用工具

细齿窄条钢弓锯，锯路不超过 1mm，锯条宽度

在 5mm 内的钢锯条( 不可使用木工锯条) 。手握式

玉石磨钻，市售有多种类型，选择有可调转速并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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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金钢砂磨头 1 套。小型台钳，电烙铁和强力胶

水等。
3． 操作程序

3. 1 锯开颞骨显示中耳结构: 经清洗晾干的颞骨按

体位位置摆好，在颅内( 上) 面和颅底( 下) 面分别画

出上、下锯路标志线。上锯路选择 3 个标志点: A 前

点为骨性咽鼓管的最前端的凹窝处; C 后点为颞骨

鳞部与岩部后方的交汇处，即顶骨切迹的凹陷处; B
中点位于前、后点直线距离间的中点，距颞骨岩嵴向

外 1. 3cm 处。将此 3 点自前向后用马克笔连成一

条略向外凸的孤线，即为上锯路标志线( 图 1 ) 。下

锯路标志点: 前点为骨性咽鼓管最前端的凹窝下方

处; 后点为颞骨乳突的下端; 中点为茎乳孔。将此 3
点相连即为下锯路标志线。将颞骨前端 ( 岩鳞缝)

向上，后端朝下固定于台钳，在骨与台钳接触部用毛

巾分隔保护，固定时不要夹太紧，应留有少量活动空

间，以便随时调整颞骨的姿态。用钢弓锯自上而下

锯开颞骨，操作时动作要轻柔，用力要均衡，锯速保

持稳定一致，眼睛要同时盯住上、下两条标志线，使

之尽量重合在 1 条锯路中。为防止夹锯损伤骨质，

可在锯缝中插入硬纸板作为楔子将锯路撑开。如因

锯路较长很难一锯完成，也可由前、后两端分头锯的

方法，最后在茎乳孔处交汇。将锯开的颞骨分开后，

检查是否有听小骨，如有可收集起来备用。用毛刷

清洁锯开颞骨的剖面，仔细检查中耳鼓室的 6 个壁

和相关的细微结构，包括外半规管凸、面神经管凸、
锥隆突、前庭窗、蜗窗，鼓膜张肌半管和咽鼓管半管

等，这些结构只有通过锯开才能看到。
3. 2 研磨内耳半规管和耳蜗结构

3. 2. 1 研磨、打开半规管: 首先在锯开颞骨内侧半

剖面的上部外半规管凸的中部，用手握式磨钻、选用

纺锤形磨头钻开一小洞，即进入外半规管的管腔，沿

管凸的走向分别向前、后研磨扩展磨开此管，管的前

端膨大处为壶腹部，开口于前庭的下部，管的后部向

内向前方弯曲也通入前庭。第 2 步，磨开前半规管，

在岩部上面的最高点确定前半规管的走行方位，此

管位于岩部上方骨质内，其冠状走行的平面恰与岩

嵴的长轴呈直角。自岩嵴的前端向后 3cm 处用笔

画 1 条向外的横线达岩鳞缝，此线与岩嵴相垂直约

1 cm 长，向 内 越 过 岩 嵴 达 岩 部 内 侧 面 的 上 部

( 图 1) 。选用尖锥形磨钻头在横线中点处研磨，深度

达 1. 5 mm 便可进入前半规管的管腔。沿此腔的标

志线向内外扩展研磨，其外端的膨大即为壶腹，开放

于前庭的上部，管的内端与后半规管的前脚融合成

为总脚，开口于前庭的内上部。第 3 步，打开后半规

管，此管位于前半规管的后方，其平面与岩部内侧面

平行，而与前半规管呈直角状。自前半规管内端的

总脚处沿岩部内面向后下方画出一“C”形孤线，该

孤线的上端距岩嵴 4 ～ 5 mm，后端自总脚向后约 7
mm，自总脚沿 C 形孤线研磨扩展后半规管，位于管

下端的壶腹位置较深，在骨面下 3 ～ 4 mm 处，开口

于前庭的下部。为了突出 3 个半规管的立体构型，

可用尖锥形磨头在每个半规管孤形弯曲中间的骨质

处，向深处研磨，并将每个半规管管壁外多余的骨质

研磨掉，使 3 个半规管呈现相互垂直的立体镂空构

型( 图 2) 。
3. 2. 2 研磨耳蜗结构: 耳蜗位于岩部上面 3 个半规

管前方的骨质内，为准确找到耳蜗要做好骨面标志，

自内耳门的后缘垂直向上达岩嵴交点，向外越过岩

嵴达岩大神经沟最后端的面神经裂孔处，画 1 条横

向连线约 1. 5 cm 长，自岩嵴向外约 7 mm 处画 1 条

与岩嵴平行的纵线，后方与横连线相交，自该交点沿

纵线向前 8 mm 处，再画 1 条向外的横线，恰与后方

的横连线平行达岩大神经沟，沿岩大神经沟向内 2
mm 画 1 条纵线与该沟平行。至此，在岩部上面岩

大神经沟的内侧形成一长方形的框，框内即埋有骨

性耳蜗。框内侧的纵线恰为耳蜗基底部的投影，以

此纵线作为底线，画一等腰三角形，顶点朝外达框的

外侧边中点，表示耳蜗顶的位置，此三角形称耳蜗三

角 D( 图 1) 。选择钝圆形磨头，在三角区内向深部

研磨约 3 mm 深的骨质，便可磨出一椭圆形小洞，此

为基底部的骨螺旋管腔，此时可换用细砂质的球形

磨头，向前方和两侧扩展研磨耳蜗的骨螺旋板和蜗

轴，注意研磨的速度和力度要严格控制，不可操之过

急以免损伤菲薄脆弱的骨螺旋板结构。
3. 3 完善整体标本: 为完整显示耳的结构和相关血

管、神经的位置关系，还需进行以下操作:

3. 3. 1 显示面神经走行: 选用直径 1 mm 细铜丝，

自内耳道底的面神经管口穿入，向外达面神经膝，再

经面神经管向后、向下经茎乳孔出颞骨。在面神经

膝处用电烙铁焊接一小段细铜线作为岩大神经，沿

岩大神经沟向前达岩部尖端处，焊点表示膝状神经

节。在面神经出茎乳孔前约 1 cm 处，再焊 1 摞细的

铜丝，呈锐角向上方返回鼓室，1 ～ 1. 5 cm 长，代表

鼓索神经自面神经发出的近端，另外一段 ( 鼓索神

经远端) 位于锯开颞骨的外侧半内，用 10 cm 长同样

的细铜丝夹在已做好鼓膜和锤骨、砧骨之间，代表鼓

索神经的远端穿岩鼓裂出颅，用胶水粘牢固定。
3. 3. 2 安装鼓膜和听骨链: 首先用纸片盖在鼓膜的

位置上，用拇指按住纸片轻轻揉动，使纸片留下鼓膜

缘的压痕，沿压痕剪出鼓膜轮廓，用透明塑料薄片剪

成鼓膜，将塑料鼓膜片左右和上下各对折 1 次，展开

后的鼓膜呈漏斗状，沿鼓膜环沟涂上胶水，将塑料鼓

膜片凸面向内粘牢。待胶水干燥后将锤骨粘在鼓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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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面，锤骨柄末端粘在漏斗形凸起 ( 表示鼓膜脐)

处，锤骨头粘于鼓室上隐窝的骨面上，再将砧骨的关

节面与锤骨头粘在一起，注意用镊子调整砧骨的方

图 2 锯开后的颞骨显示中耳、内耳细微结构

1． 颈内动脉; 2． 岩大神经; 3． 膝状神经节; 4． 前半规管; 5． 外半规管; 6． 鼓膜; 7． 锤骨柄; 8． 砧骨; 9． 鼓索神经远端; 10． 乳

突小房; 11． 面神经; 12． 鼓索神经近端; 13． 鼓室岬; 14． 耳蜗

Fig． 2 The temporal bone，which is opened，showing the middle ear and the small structures of the inner ear

1，Internal carotid; 2，Greater petrosal nerve; 3，Geniculate ganglion; 4，Anterior semicircular canal; 5，Lateral semicircular

canal; 6，Tympanic membrane; 7，Handle of malleus; 8，Incus; 9，Distal end of chorda tympani; 10，Mastoid cells; 11，

Facial nerve; 12，Proximal end of chorda tympani; 13，Promontory; 14，Cochlea

位，使其短脚朝向鼓室的上后壁、长脚与锤骨柄相平

行，并将鼓索神经的远端部分穿过长脚与锤骨柄之

间的空隙，再向前上方穿过岩鼓裂出鼓室，用胶水将

上述结构粘牢固定即可。最后将镫骨粘于前庭窗

上，由于前庭窗的粘膜已去除，镫骨基底无法粘在窗

的周缘，可在前庭窗内填充少量棉丝使之与窗口

图 1 中耳、内耳结构投影及上锯路标志线

1． 岩大神经; 2． 内耳门; 3． 上锯路; 4． 岩鳞缝; A ～ C． 上锯路前、

中、后标志点; D． 耳蜗三角; E． 上( 前) 半规管标志线

Fig． 1 Projections of middle and inner ear structures and the marker

line of upper sawing road

1，Greater petrosal nerve; 2，Internal acoustic meatus; 3，Upper

sawing road; 4，Suturae petrospuamosa; A-C，Marker line of upper

saw road; D，Cochlear triangle; E，Marker line of upper ( anterior)

semicircular duct

平齐，再用胶水将镫骨粘坐在窗上。
3. 3. 3 安装颈内动脉: 取 6 ～ 8cm 长直径 3mm 粗的

红色塑料管 1 段，用打火机烘烤，边烤边转动使塑料

管受热均匀，后在管内插入 1 段铁丝，将其与塑料管

一起弯成近直角形状，在流水中冲洗冷却，使塑料管

弯曲定型。自颈动脉管下口穿入由内( 上) 口穿出，

在塑料管与骨面间涂上胶水粘牢即可( 图 2) 。
3. 3. 4 安装环形合页: 将锯开的两半颞骨合并，沿

后面锯缝的两旁选择上、下两点，距锯缝旁开 5mm
处，分别用细钻头各打一小孔。用细铜丝分别穿过

两对小孔并焊接成环形合页，使两半颞骨可任意开

合即可( 图 2) 。

结 果

1． 显示中耳结构

将锯开颞骨的两半展开，可见中耳鼓室的 6 个

壁完整、清晰显示，尤其是内壁在没有锯开的情况

下，是很难理解也无法看到的。与鼓室相关的细微

结构如: 锤、砧、镫 3 个听小骨组成的听骨链，以及与

鼓膜、鼓索神经的位置关系; 面神经在中耳内的走

行; 鼓膜张肌、镫骨肌的位置及相关的骨性结构，鼓

膜张肌半管和锥隆突; 鼓室岬、前庭窗、蜗窗和鼓室

神经丛的位置; 乳突小房、乳突窦、乳突窦口和鼓室

上隐窝等结构均明确显示［3］。
2． 显示内耳结构

经研磨显示的前、后、外 3 个半规管不仅管腔被

打开，而且因去除了管周围多余的骨质，突出了半规

管的三维立体结构位置关系。耳蜗的骨螺旋板、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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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和骨性管道，经研磨清晰可见。内耳的 3 部分结

构，耳蜗、前庭和半规管的整体构筑、位置关系及在

颞骨内的定位均可明确显示。
3. 整体标本结构复原

一些与中耳、内耳相关的结构，如鼓膜、颈内动

脉、面神经、鼓索神经、岩大神经、鼓室神经丛、鼓膜

张肌、镫骨肌等结构的位置关系经复原制备，均可在

标本中显示，具有较高的仿真度和实用价值。

讨 论

中耳和内耳的结构精细复杂，而且埋于颞骨内

很难解剖，是解剖教学的难点之一，由于缺乏规范的

标准化操作指导，学生解剖时无从下手，因操作不当

而使结构损伤或丢失的问题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一

困局，使学生们都能亲手解剖出耳的结构，就必须制

定出标准化的操作指导。
本实验总结出国人耳解剖标准化操作指导，与

内耳铸型标本制作相比［4，5］，具有标志准确规范，操

作技术简便易学，所需工具设备简单易得和成功率

高的优点，在教学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添置

了钢弓锯和研磨钻等工具，使每组学生都能按指导

进行规范操作，观察到中耳和内耳的细微结构。克

服了以往只能通过图和模型了解耳结构的不足，有

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了教学改革。
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在与临床结合的教学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与协

和医院耳科合作开发的耳科手术培训班中，曾连续

多次介绍、展示标本和操作技术，深受学生和临床医

生们的欢迎，扩展了此项技术的应用，也为临床服务

提供了基础［6］。随着教学实践和临床结合应用的

不断发展，予期对标准化耳标本制作技术的精准操

作，将日趋完善和更好的服务于教学和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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