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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控制组织夹持力的手术组件、器械和

相关方法。手术组件包括包含可操作以夹持病人

组织的夹钳的末端执行器和弹簧组件。所述弹簧

组件包括与所述夹钳驱动地耦合的输出连杆、驱

动地耦合到铰接源的输入连杆和与所述输入和

输出连杆耦合以将铰接力从所述输入连杆传递

到所述输出连杆的弹簧。所述弹簧被预载，以在

所转移的铰接力低于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

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和以便在

所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

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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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术器械，包括：

末端执行器，其包括可操作以夹持病人组织的夹钳；和

弹簧组件，其包括与所述夹钳驱动地耦合的输出连杆、与铰接源驱动地耦合的输入连

杆和与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耦合以将铰接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输出连

杆的弹簧，所述弹簧被预载，以在转移的铰接力低于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

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并且以便在所述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

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

所述转移的铰接力诱导所述夹钳的夹持力；并且当所述转移的铰接力处于或高于所述

预定水平时进一步关闭所述夹钳的所述输入连杆的运动诱导与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

连杆之间的所述相对运动相关联的所述弹簧的变形，以便当变形的弹簧将所述铰接力从所

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输出连杆时控制转移的铰接力的增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输出连杆相对于所述末端执行器的直线

运动诱导所述夹钳的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输出连杆相对于所述末端执行器的旋转

运动诱导所述夹钳的铰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旋转地安装到

底座，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输出连杆固定地连接至中心轴，并且所述

输入连杆旋转地安装到所述中心轴。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输入连杆固定地连接至中心轴，并且所述

输出连杆旋转地安装到所述中心轴。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弹簧包括扭力弹簧，该扭力弹簧由所述输

入连杆的外表面或所述输出连杆的外表面中的至少一个容纳和约束。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弹簧组件进一步包括旋转地安装到所述

底座以围绕所述共同旋转轴线旋转的接合元件，所述接合元件和所述弹簧的组合在所述转

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并且

在所述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

运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接合元件具有凸部，其被定形以在所述

转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与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的互补定形的凸部接

合。

11.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手术器械，其中所述弹簧组件进一步包括旋转地安装到所述

底座以围绕所述共同旋转轴线旋转的多个接合元件，所述接合元件和所述弹簧的组合在所

述转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

并且在所述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

相对运动。

12.一种用于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致动弹簧组件的输入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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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致动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弹簧组件的输出连杆；

当转移的致动力低于预定水平时，所述弹簧组件的预载弹簧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

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

当所述转移的致动力增加至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通过使所述预载弹簧变形，相对于

所述输出连杆移动所述输入连杆；和

经由所述输出连杆致动夹持机构。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致动输入连杆包括相对于所述夹持机构平

移所述输入连杆。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致动输入连杆包括相对于所述夹持机构旋

转所述输入连杆。

15.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转移致动力包括通过所述预载弹簧在所述

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转移力。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抑制相对运动包括用所述预载弹簧使所述

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相对于彼此被约束。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抑制相对运动包括接合所述输入连杆与接

合连杆以及接合所述接合连杆与所述输出连杆，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通过所述预

载弹簧与所述接合连杆保持接触。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方法，其中：

所述输入连杆、所述输出连杆和所述接合连杆被约束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和

所述预载弹簧包括被耦合在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扭力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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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控制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2年5月30日、发明名称为“机器人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控

制”的中国专利申请201280026203.7(PCT/US2012/040015)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参考

[0003] 本申请要求2011年5月31日提交的题为“机器人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控制”的美国

临时申请第61/491,804号的权益，其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0004] 发明背景

[0005] 微创手术技术目的是减少在诊断或手术期间损坏的体外组织的量，从而减少病人

恢复时间、不适和有害的副作用。因此，标准手术住院期的平均长度可以通过采用微创手术

技术而大大缩短。此外，采用微创手术也可以减少病人恢复时间、病人不适、手术副作用和

离开工作的时间。

[0006] 微创手术的一种常见形式是内窥镜检查术，而内窥镜检查术的一种常见形式是腹

腔镜检查术，其是腹腔内的微创检查和手术。在标准腹腔镜检查手术中，病人腹部被充入气

体，然后插管套管通过小的(约半英寸或更小)切口来为腹腔镜检查器械提供入口。

[0007] 腹腔镜检查手术器械一般包括用于查看手术区的内窥镜(例如，腹腔镜)和在手术

部位操作的工具。操作工具通常类似于传统(开放式)手术中使用的那些，除了每个工具的

操作端或末端执行器通过伸缩管(也称为，例如，器械轴或主轴)与其手柄隔开。所述末端执

行器可以包括例如，夹钳、抓紧器、剪刀、吻合器(stapler)、烧灼工具、线切削器(linear 

cutter)或持针器。

[0008] 为了进行手术操作，外科医生通过插管套管将操作工具传递到内部手术部位，并

从腹部外面操纵它们。外科医生从显示由内窥镜拍下的手术部位的图像的监视器查看操

作。例如，在关节镜检查术、后腹腔镜检查术、盆腔镜检查术、肾镜检查术、膀胱镜检查术、脑

池镜检查术(cisternoscopy)、窦镜检查术、子宫镜检查术、尿道镜检查术等中采用类似的

内窥镜技术。

[0009] 正在开发微创遥控手术机器人系统(minimally  invasive  telesurgical 

robotic  systems)，以增加外科医生在内部手术部位上操作时的灵巧，以及允许外科医生

从(在无菌区以外的)远程位置在病人身上做手术。在遥控手术系统中，常常在操作台向外

科医生提供手术部位的图像。当在适当查看器或显示器上查看该手术部位的三维图像时，

外科医生通过操纵该操作台的主输入或控制设备在病人身上进行手术操作。每个所述主输

入设备控制伺服机械致动/铰接的手术器械的运动。在手术操作过程中，遥控手术系统可以

为外科医生提供具有执行各种功能的末端执行器的多种手术器械或工具的机械致动和控

制，例如，响应于主输入设备的操纵，夹持或驱动针、抓住血管、解剖组织等。

[0010] 在许多不同的手术操作中已经采用了非机器人直线夹紧、切割和吻合设备。例如，

这样的设备可以用来切除胃肠道的癌组织或异常组织。许多已知手术设备，包括已知的直

线夹紧、切割和吻合设备，往往具有用来操纵病人组织的对置夹钳。

[0011] 对于具有对置夹钳的已知设备，大量的机械动力必须传送到末端执行器，以有效

地例如，夹紧组织、吻合组织、切割组织等。必要量的机械动力的传送可以涉及具有高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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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的机构，以将高运动低力致动输入转换成高夹紧力。这样的机构通常是相对刚性的，且

能够产生过量的夹紧力。因此，这样的高机械优点机构的使用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导致损坏

被夹紧组织的过大夹紧力的施加。

[0012] 因此，认为需要一种以可控的方式可操作产生夹紧力的手术组件。

发明内容

[0013] 公开了控制组织夹持力的手术组件、器械和相关方法。所公开的组件、器械和相关

方法采用具有预载弹簧的机构，所述预载弹簧在传送到夹紧机构的力/转矩低于预定水平

时使该机构的构件(components)一起偏置和在所传送的力/转矩高于预定水平时允许构件

之间的分离。所公开的组件、器械和方法可以用于任何适合的应用。例如，本文所公开的手

术组件、器械和/或方法可以在用于开放式或微创(单端口或多端口)操作的手动或电动、手

持式或机器人式、直接控制或遥控操作的其他手术器械中使用。当在微创机器人手术组件、

器械和操作中采用时，所公开的组件、器械和方法可以是特别有利的。

[0014] 因此，在第一个方面，提供微创机器人手术组件。所述手术组件包括包含可操作以

夹持病人组织的夹钳的末端执行器和弹簧组件。所述弹簧组件包括与所述夹钳驱动地耦合

的输出连杆、驱动地耦合到铰接源的输入连杆和与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耦合以将铰接力从

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输出连杆的弹簧。所述弹簧被预载，以便当所转移的铰接力低于

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和以便当所转移的铰接力

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

[0015] 在所述手术组件的许多实施例中，所转移的铰接力诱导所述夹钳的夹持力。当所

转移的铰接力处于或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进一步关闭所述夹钳的所述输入连杆的运动诱

导与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相关联的弹簧的变形，以便当变形弹簧

将所述铰接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输出连杆时控制转移的铰接力的增加。

[0016] 所述弹簧组件的弹簧可以是拉伸弹簧。所述输出连杆相对于所述末端执行器的直

线运动可以用来诱导所述夹钳的铰接。

[0017] 在所述手术组件的许多实施例中，所述弹簧组件的弹簧包括扭力弹簧。并且，所述

输出连杆相对于所述末端执行器的旋转运动可以用来诱导所述夹钳的铰接。所述输入和输

出连杆可以旋转地安装到底座，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例如，所述输出连杆可以固定地

连接到中心轴，和所述输入连杆可以旋转地安装到该中心轴。可选择地，所述输入连杆可以

固定地连接到中心轴，和所述输出连杆可以旋转地安装到该中心轴。当所述弹簧包括扭力

弹簧时，所述扭力弹簧可以由所述输入连杆的外表面或所述输出连杆的外表面中的至少一

个容纳和约束。

[0018] 在所述手术组件的许多实施例中，所述弹簧组件进一步包括旋转地安装到所述底

座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的一个或多个接合元件。所述一个或多个接合元件和所述弹簧

的组合在所转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

相对运动，和在所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

间的相对运动。所述一个或多个接合元件中的至少一个可以具有凸部，其被定形以在所转

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与所述输入连杆或所述输出连杆中至少一个的互补定形

的凸部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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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在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器人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的方法。该方法包括：致

动弹簧组件的输入连杆；将致动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弹簧组件的输出连杆；当所

转移的致动力低于所述弹簧组件的预载弹簧的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

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当所转移的致动力增加至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通过使所述弹簧组

件的预载弹簧变形，相对于所述输出连杆移动所述输入连杆；和经由所述输出连杆致动夹

持机构，以便夹持病人组织。

[0020] 该方法的动作可以以各种合适的方式完成。例如，所述输入连杆的致动可以包括

相对于所述夹持机构平移所述输入连杆。所述输入连杆的致动可以包括相对于所述夹持机

构旋转所述输入连杆。所述致动力的转移可以包括通过预载弹簧转移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

输出连杆之间的力。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的抑制可以包括用预载

弹簧使输入和输出弹簧相对于彼此约束。并且，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

运动的抑制可以包括接合所述输入连杆与接合连杆及接合所述接合连杆与所述输出连杆，

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通过预载弹簧与所述接合连杆保持接触。所述输入连杆、所述输出连

杆和所述接合连杆可以被约束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所述预载弹簧可以包括在所述输

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耦合的扭力弹簧。

[0021] 在另一方面，提供了一种与微创手术系统的机器人机械手(manipulator)一起使

用的手术器械，所述机器人机械手具有夹具。所述手术器械包括：在远端和近端之间延伸的

器械轴；由所述远端支撑并包括可操作以夹持病人组织的夹钳的末端执行器；与所述夹钳

驱动地耦合的驱动元件；和设置在所述近端处的底架。所述底架包括支撑所述器械轴的框

架、弹簧组件和输入耦合器。所述弹簧组件包括：与所述驱动元件驱动地耦合的输出连杆；

输入连杆；和与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耦合以将铰接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输出连杆

的弹簧。所述弹簧被预载，以便当所转移的铰接力低于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输

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和以便当所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入连杆

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所述输入耦合器是与所述输入连杆驱动地耦合，并经配

置与所述机器人机械手的相应输出耦合器驱动地接合。

[0022] 在所述手术器械的许多实施例中，所转移的铰接力诱导所述夹钳的夹持力。并且，

当所转移的铰接力处于或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进一步关闭所述夹钳的输入连杆的运动诱

导与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相关联的弹簧的变形，以便当变形弹簧

将所述铰接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输出连杆时控制转移的铰接力的增加。

[0023] 在所述手术器械的许多实施例中，所述驱动元件包括与所述夹持机构旋转地耦合

的驱动轴。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可以旋转地安装到所述框架，以围绕共同旋转轴

线旋转。并且，所述预载弹簧可以包括扭力弹簧。

[0024] 在所述手术器械的许多实施例中，所述弹簧组件进一步包括旋转地安装到所述底

座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的一个或多个接合元件。所述一个或多个接合元件和所述弹簧

的组合在所转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

相对运动，和在所转移的铰接力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允许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

间的相对运动。所述一个或多个接合元件中的至少一个可以具有凸部，其被定形以在所转

移的铰接力低于所述预定水平时与所述输入连杆或所述输出连杆中至少一个的互补定形

的凸部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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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为了更完全地理解本发明的性质和优点，应该参考随后的详细描述和附图。从下

面的附图和详细描述看，本发明的其他方面、目的和优点将是明显的。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用来进行手术的微创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平面图。

[0027] 图2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用于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外科医生的操作台的透视图。

[0028] 图3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机器人手术系统电子推车的透视图。

[0029] 图4示意地示出了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机器人手术系统。

[0030] 图5A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机器人手术系统的病人侧推车(手术机器人)的前视图。

[0031] 图5B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机器人手术工具的前视图。

[0032] 图6A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包括具有对置夹钳的末端执行器的机器人手术工具的

透视图。

[0033] 图6B是图6A的末端执行器的特写透视图。

[0034] 图7是图6A的末端执行器的分解透视图，其示出用来将驱动轴的旋转运动转换成

对置夹钳的铰接的机构。

[0035] 图8A和图8B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具有对置夹钳的末端执行器和用来将驱动轴的

旋转运动转换成对置夹钳的铰接的机构的透视图。

[0036] 图9是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紧力的方法的简化示意图。

[0037] 图10以图表形式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紧力的方法。

[0038] 图11以图表形式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在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紧力的方法中使

用的拉伸弹簧的工作范围。

[0039] 图12A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用来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紧力的旋转机构的横截面视

图。

[0040] 图12B是简化示意图，其示出当通过旋转机构传送的转矩小于预定水平时图12A的

旋转机构的构件的配置。

[0041] 图12C是简化示意图，其示出当通过旋转机构传送的转矩大于预定水平时图12A的

旋转机构的构件的配置。

[0042] 图13以图表形式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在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紧力的方法中使

用的扭力弹簧的工作范围。

[0043] 图14是机器人手术工具的近端底架的透视图，其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用于控制

转移到用来致动末端执行器的夹钳的驱动轴的转矩的旋转机构。

[0044] 图15A是根据许多实施例的用于控制转移到用来致动末端执行器的夹钳的驱动轴

的转矩的旋转机构的透视图。

[0045] 图15B是图15A的旋转机构的分解透视图。

[0046] 图15C示出在图15A的旋转机构中用于将扭力弹簧耦合到输入连杆的输入连杆的

细节。

[0047] 图16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的方法的动作。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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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在下列描述中，将描述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为了说明的目的，阐释具体配置和细

节，以便提供对实施例的完全理解。然而，对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将明显的是，本发明可以在

无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践。此外，可能省略或简化熟知的特征，以便不遮掩正在描述的实施

例。

[0049] 微创机器人手术

[0050] 现在参考附图，其中贯穿若干视图，相同参考标号表示相同部件，图1是示出微创

机器人手术(MIRS)系统10的平面图，该系统通常用于对躺在手术台14上的病人12进行微创

诊断或手术操作。该系统可以包括由外科医生18在操作过程中使用的外科医生的操作台

16。一个或多个助手20也可以参与操作。所述MIRS系统10可以进一步包括病人侧推车22(手

术机器人)和电子推车24。当外科医生18通过操作台16查看手术部位时，病人侧推车22可以

通过病人12的身体内的微创切口操纵至少一个可拆卸耦合的工具组件26(以下简称为“工

具”)。手术部位的图像可以由内窥镜28如立体内窥镜获得，可以由病人侧推车22操纵以便

定向内窥镜28。电子推车24可以用来处理随后通过外科医生的操作台16显示给外科医生18

的手术部位的图像。同时使用的手术工具26的数量一般将取决于诊断或手术操作以及手术

室内的空间限制及其他因素。如果有必要改变在操作过程中使用的一个或多个所述工具

26，助手20可以从病人侧推车22移除工具26，并用手术室中来自托盘30的另一工具26将其

替换。

[0051] 图2是外科医生的操作台16的透视图。外科医生的操作台16包括用于给外科医生

18呈现能够深度感知的手术部位的协调立体图的左眼显示器32和右眼显示器34。所述操作

台16进一步包括一个或多个输入控制设备36，其进而导致(图1中所示的)病人侧推车22操

纵一个或多个工具。所述输入控制设备36可以提供与(图1中所示的)其关联工具26相同的

自由度，以便向外科医生提供远程监控或者所述输入控制设备36与所述工具26是一个整体

的感知，这样外科医生具有直接控制所述工具26的强烈感觉。为此，可以采用位置、力和触

觉反馈传感器(未示出)，以通过所述输入控制设备36将位置、力和触觉感受从所述工具26

传送回到外科医生的双手。

[0052] 外科医生的操作台16通常位于与病人相同的房间内，以便外科医生可以直接监控

操作，如果有必要亲自到场，并直接而不是通过电话或其他通信媒介对助手讲话。然而，外

科医生可以位于不同的房间、完全不同的建筑物或允许远程手术操作的远离病人的其他位

置。

[0053] 图3是电子推车24的透视图。所述电子推车24可以与所述内窥镜28耦合，并可以包

括处理器，以处理随后显示的捕获图像，如在外科医生的操作台上或在本地和/或远程位置

的另一合适显示器上随后显示给外科医生的捕获图像。例如，在使用立体内窥镜的情况下，

电子推车24可以处理捕获的图像，以便向外科医生呈现手术部位的协调立体图。这样的协

调可以包括对置图像之间的对准，且可以包括调整所述立体内窥镜的立体工作距离。作为

另一示例，图像处理可以包括先前确定的摄像机校准参数的使用，以便补偿该图像捕获设

备的成像误差，如光学像差。

[0054] 图4示意地示出机器人手术系统50(如图1的MIRS系统10)。如上面所讨论的，外科

医生的操作台52(如图1中的外科医生的操作台16)可以由外科医生使用来在微创手术操作

过程中控制病人侧推车(手术机器人)54(如图1中的病人侧推车22)。所述病人侧推车5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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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成像设备，如立体内窥镜，以捕获操作部位的图像，并输出捕获的图像到电子推车56

(如图1中的电子推车24)。如上面所讨论的，所述电子推车56可以在任何随后显示之前以各

种方式处理捕获的图像。例如，所述电子推车56可以在经由外科医生的操作台52显示组合

的图像给外科医生之前用虚拟控制界面覆盖捕获的图像。所述病人侧推车54可以输出用于

在电子推车56的外面处理的捕获图像。例如，所述病人侧推车54可以输出捕获的图像到处

理器58，处理器58可以用来处理捕获的图像。所述图像也可以由电子推车56和处理器58的

组合加以处理，所述电子推车56和处理器58可以耦合在一起，以便共同地、相继地和/或其

组合地处理捕获的图像。一个或多个单独的显示器60也可以与所述处理器58和/或所述电

子推车56耦合，用于图像的本地和/或远程显示，如手术操作部位的图像或其他相关图像。

[0055] 图5A和图5B分别示出病人侧推车22和手术工具62。所述手术工具62是手术工具26

的一个示例。所示的病人侧推车22提供了三个手术工具26和一个成像设备28的操纵，该成

像设备28如用于操作部位的图像捕获的立体内窥镜。由具有多个机器人接头的机器人机构

提供操纵。所述成像设备28和所述手术工具26可以通过病人的切口被定位和操纵，以便运

动远程中心保持在该切口处以最小化该切口的大小。该手术部位的图像可以包括当位于所

述成像设备28的视场内时所述手术工具26的远端图像。

[0056] 组织夹持末端执行器

[0057] 图6A示出了手术工具70，其包括近侧底架72、器械轴74和具有可以铰接以夹持病

人组织的夹钳78的远端执行器76。所述近侧底架包括经配置与病人侧推车22的输出耦合器

接合并由其驱动的输入耦合器。所述输入耦合器与弹簧组件80的输入连杆驱动地耦合。所

述弹簧组件80安装到所述近侧底架72的框架82，并包括与设置在所述器械轴74内的驱动轴

驱动地耦合的输出连杆。所述驱动轴与所述夹钳78驱动地耦合。图6B提供所述末端执行器

76的夹钳78的特写视图。

[0058] 图7是图6A的末端执行器76的分解透视图，其示出用来将驱动轴84的旋转运动转

换成所述末端执行器76的对置夹钳的铰接的夹紧机构。所述末端执行器包括上夹钳86、下

夹钳88、框架90、用于枢转地安装上夹钳86和下夹钳88到框架90的销92和与所述驱动轴84

驱动地耦合的导螺杆机构94。所述导螺杆机构94包括导螺杆96和经由所述导螺杆96的旋转

沿所述框架90内的狭槽100推进和缩回的配合移动螺母98。所述移动螺母98包括与在上夹

钳86中的狭槽102和下夹钳88中的狭槽104接合的相对延伸的凸部，从而导致在所述移动螺

母98沿所述狭槽100推进或缩回时上夹钳86和下夹钳88围绕所述销92的铰接。

[0059] 图8A和图8B示出与图7的夹紧机构类似的一个夹紧机构的操作。在所示的方向上

旋转所述驱动轴84导致移动螺母98向枢轴销92进行远侧推进，所述下夹钳88和所述上夹钳

86通过该枢轴销92枢转地安装到末端执行器的框架90。如图8B中所示，移动螺母98的凸部

啮合在所述上夹钳86中的狭槽102。所述移动螺母98向所述枢轴销92的远侧推进导致所述

上夹钳在所示的方向上旋转，并导致所述下夹钳88在相反方向上旋转，从而打开该夹钳。同

样地，所述移动螺母98远离所述枢轴销92的近侧推进导致该夹钳关闭。因此，该夹钳可以铰

接以夹持病人组织。

[0060] 图7、图8A和图8B中显示的导螺杆型的夹紧机构提供显著的机械优势，其将由所述

驱动轴传送的相对低的转矩转换成相对高的夹紧力。为了避免经由具有这样的显著机械优

势的机构使组织遭受过大夹紧力，可以控制由所述驱动轴传送到所述夹紧机构的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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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致动力/转矩的控制

[0062] 图9示意地示出用于控制传送到末端执行器的夹钳的夹紧力的量的弹簧组件110。

所述弹簧组件110包括由输入耦合器(也称为“针盘传动滑轮(dog)”)驱动的输入连杆112、

与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驱动地耦合的输出连杆114和在所述输入连杆112和所述输出连杆

114之间耦合的预载拉伸弹簧116。参照图9，当所述输入连杆112由所述输入耦合器向右驱

动时，所述拉伸弹簧116向右拉动所述输出连杆114，从而导致所述末端执行器的夹钳关闭。

随着该夹钳开始夹持组织，进一步关闭该夹钳所需的力开始增加。为了进一步关闭该夹钳，

传送到该夹钳的夹紧力增加。随着该夹钳继续关闭，传送到该夹钳的渐增的夹紧力到达等

于所述预载拉伸弹簧116中的力的水平。在该点处，所述输入连杆112的进一步向右运动导

致所述预载拉伸弹簧116开始拉伸，从而允许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开始分离。此

后，所产生的传送到该夹钳的夹紧力受所述弹簧刚度(spring  rate)和所述拉伸弹簧116的

总挠度(deflection)的组合限制。

[0063] 图10示意地示出随着所述输入耦合器从其中所述夹钳不夹持组织的初始位置(P

(i))移动到其中所述夹钳开始夹持组织的接触位置(P(c))，再移动到其中通过所述弹簧组

件110传送的力到达其中所述预载拉伸弹簧116开始拉伸的点的中间位置(P(sep))，以及最

后移动到最终位置(P(f))，通过所述弹簧组件110传送到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的夹紧力(也

称为“夹持力”)。当所述输入耦合器在初始位置(P(i))至接触位置(P(c))之间移动时，通过

所述弹簧组件110传送的力118保持为低，因为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尚未开始夹持组织。一

旦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开始夹持组织(当所述输入耦合器到达接触位置(P(c))时)，所述输

入耦合器的进一步向右运动导致通过所述弹簧组件110传送的力118以取决于由夹持的组

织提供的阻力的速率增加。当通过所述弹簧组件传送的力到达预定水平(G_F(i))时，所述

预载拉伸弹簧116开始拉伸，从而随着所述输入耦合器在中间位置(P(sep))和最终位置(P

(f))之间继续向右移动，控制通过所述弹簧组件110传送的力118的量。在没有弹簧组件110

的情况下，所述输入耦合器在中间位置(P(sep))和最终位置(P(f))之间的进一步运动将产

生未受控制的夹紧力120，其超过在所述输入耦合器到达最终位置(P(f))时通过所述弹簧

组件110传送的最大控制夹紧力(G_F(f))。

[0064] 图11示意地示出在所述输入耦合器在初始位置(P(i))和最终位置(P(f))之间的

运动过程中所述预载拉伸弹簧116中的力。在所述拉伸弹簧116的零挠度(L(0))处，所述拉

伸弹簧产生零弹簧力。在所述弹簧组件110中，所述拉伸弹簧116处于预载状态，从而由于传

送的转矩小于和等于所述预定水平而将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偏置在一起。因此，

在所述输入耦合器在初始位置(P(i))和中间位置(P(sep))之间的运动过程中，未发生所述

拉伸弹簧116的拉伸(即所述弹簧挠度保持恒定L(i))和所产生的弹簧力在F(i)处保持恒

定)。随着所述输入耦合器从中间位置(P(sep))移动到最终位置(P(f))，所述拉伸弹簧116

的弹簧挠度从L(i)增加到L(f)，从而导致所述弹簧力从F(i)增加到F(f)。因此，当所述输入

耦合器从中间位置(P(sep))移动到最终位置(P(f))时传送到所述夹钳的力是弹簧预载力

(F(i))、拉伸弹簧116的弹簧刚度和拉伸弹簧116从L(i)到L(f)的挠曲量的函数。

[0065] 图12A示意地示出用于控制传送到末端执行器的夹钳的夹紧力的量的扭力弹簧组

件130。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30包括：与输入耦合器(也称为“针盘传动滑轮”)旋转地耦合的

输入连杆132；与驱动轴旋转地耦合的输出连杆134，所述驱动轴与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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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耦合；接合元件136；和在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述输出连杆134之间耦合的扭力弹簧

138。所述输出连杆134固定地连接到中心轴140(或与中心轴140是整体)。所述扭力弹簧组

件130经由轴承142旋转地安装到所述近端底架72的框架82。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述接合

元件136经安装以围绕所述中心轴140的中心轴线144旋转。在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述输出

连杆134之间耦合的扭力弹簧138处于预载状态。

[0066] 在操作中，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30将转矩从所述输入连杆132传送到所述输出连杆

134。参照图12B，当传送的转矩146低于预定水平(即所述扭力弹簧138中预载的转矩)时，所

述扭力弹簧138中的预载水平足以偏置所述输出连杆134以与所述接合元件136接触，所述

接合元件136进而被偏置以与所述输入连杆132接触。参照图12C，当传送的转矩146超过所

述预定水平时，所述扭力弹簧138中的预载水平不足以保持在所述输出连杆134、所述接合

元件136和所述输入连杆132之间的接触，因此发生所述扭力弹簧138的额外旋转变形。并

且，当传送的转矩146超过所述预定水平时，通过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30传送的转矩是通过

所述扭力弹簧138传送的。

[0067] 所述接合元件136用于若干目的。对于小于所述预定水平的通过所述扭力弹簧组

件130传送的转矩，所述接合元件136和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132、134之间的接触保持所述

输入连杆132和所述输出连杆134之间的相对成角定向。对于超过所述预定水平的通过扭力

弹簧组件130传送的转矩，所述接合元件136也用于增加可以发生在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

述输出连杆134之间的可能角偏转量。例如，通过将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配置有提供类似于

由所述接合元件(例如，所述接合元件136可以与所述输入连杆132制成整体，或所述接合元

件136可以与所述输出连杆134制成整体)提供的接触的输入和输出连杆之间的直接接触的

特征，可以配置没有接合元件的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30。在没有接合元件136的这种实施例

中，可以存在于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述输出连杆134之间的可能角偏转量可限于略小于

360度(例如，约345度)。在具有可以围绕所述中心轴线144旋转的接合元件136的情况下，可

以存在于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述输出连杆134之间的可能角偏转量可以较大(例如，约690

度)。可以使用任何合适数量的接合元件136(例如，0、1、2、3或更多个等)，适用于所述输入

连杆132和所述输出连杆134之间所需的可能角偏转量。

[0068] 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30，如同所述拉伸弹簧组件110，经配置以控制在一个方向(即

在对应于所述末端执行夹钳关闭的方向)传送的转矩/力的量。对于在对应于所述末端执行

器夹钳打开的方向传送的转矩/力，所传送的转矩/力的方向进一步增加至预载弹簧力，防

止所述输入连杆132和所述输出连杆134之间的相对运动。为了实现双向控制，可以与所述

扭力弹簧组件130串联地添加相对配置的扭力弹簧组件(即控制在对应于所述末端执行器

夹钳打开的方向的转矩的扭力弹簧组件)。

[0069] 返回参照图10和相关讨论，图13示意地示出在初始角定向(对应于图10中的P(i))

和最终角定向(对应于图10中的P(f))之间的输入耦合器旋转过程中所述扭力弹簧138的转

矩。在所述扭力弹簧138的零角挠度(角度(O))处，所述扭力弹簧产生零弹簧转矩。在所述扭

力弹簧组件130中，所述扭力弹簧138处于预载状态，从而对于小于和等于预定水平的传送

转矩而言将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偏置在一起。因此，在初始角定向和中间角定向

(对应于图10中的P(sep))之间的输入耦合器旋转过程中，未发生所述扭力弹簧138的角偏

转(即所述弹簧角挠度保持恒定角度(i)，且所产生的弹簧转矩在T(i)保持恒定)。随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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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耦合器从中间角定向移动到最终角定向(对应于图10中的P(f))，所述扭力弹簧138的

角挠度从角度(i)增加到角度(f)，从而将所述弹簧转矩从T(i)增加到T(f)。因此，当所述输

入耦合器从中间位置移动到最终位置时传送到所述夹钳的转矩是弹簧预载转矩(T(i))、扭

力弹簧138的弹簧刚度和从角度(i)到角度(f)的扭力弹簧138的角偏转量的函数。

[0070] 图14示出所述机器人手术工具70的近侧底架72。所述近侧底架72包括所述框架82

和与图5A中所示的手术机器人的相应输出耦合器驱动地接合的输入耦合器(未示出)。安装

到所述框架82的是控制经传送以致动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的转矩的量的扭力弹簧组件

150。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50经由与相应的一个所述输入耦合器驱动地耦合的输入驱动轴

152接收输入转矩，和经由输出小齿轮154传送输出转矩，该输出小齿轮154与所述末端执行

器夹钳经由与支撑所述末端执行器76的器械轴74的管腔一起设置的内驱动轴驱动地耦合。

[0071] 图15A单独地示出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50。并且，图15B示出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50

的构件的分解视图。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50包括安装到所述近侧底架72的所述框架82的壳

体156。所述壳体156支撑所述扭力弹簧组件150的子组件，包括输入小齿轮子组件158和转

矩控制子组件160。

[0072] 所述输入小齿轮子组件158包括将从所述输入驱动轴152接收的转矩转移到所述

转矩控制子组件160的输入小齿轮162。所述输入小齿轮162由销164支撑。所述销164具有扁

平外部166，和所述输入小齿轮162具有被定形以与所述销164和该销的扁平外部166接合的

孔168，以便与所述销164一起旋转。所述销164经由轴承170、172安装到所述壳体。

[0073] 所述转矩控制子组件160包括输入连杆174、接合元件176、输出连杆178、支撑轴

180、扭力弹簧182、支撑轴承184、186、188和输出小齿轮190。所述支撑轴180被安装，以经由

所述轴承184、188相对于所述壳体156旋转。所述输出小齿轮190由所述支撑轴180支撑，且

包括其被定形以防止所述输入小齿轮190相对于所述支撑轴180旋转的孔192，从而使得所

述输出小齿轮190与所述支撑轴180一起旋转。所述输出连杆178由所述支撑轴180支撑。所

述支撑轴180具有凸状部分194。所述输出连杆178具有孔196，其被定形以与所述支撑轴180

及其凸状部分194接合，以便与所述支撑轴180一起旋转。所述输出连杆178具有圆柱形外表

面198，其被设定尺寸以容纳和支撑所述扭力弹簧182。所述输出连杆178也具有四个凸部

200，其经配置以与所述扭力弹簧182的端部202接合，以旋转地耦合所述扭力弹簧182和所

述输出连杆178。所述输入连杆174由所述支撑轴180支撑，以相对于所述支撑轴180旋转。所

述输入连杆174具有圆柱形外表面204，其被设定尺寸以容纳和支撑所述扭力弹簧182。所述

接合元件176由所述支撑轴180支撑，以相对于所述支撑轴180旋转。所述接合元件176包括

与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的内部突出部分接合的纵向凸部208。所述扭力弹簧182以预载配置

安装，从而当通过所述转矩控制子组件160传送的转矩小于所述扭力弹簧182的预载转矩时

旋转地偏置所述输入和输出连杆以与所述接合元件176的纵向凸部208接触。

[0074] 图15C示出所述输入连杆174如何经配置以与所述扭力弹簧182耦合。如截面C-C中

所示，所述输入连杆174具有孔206，其接收所述扭力弹簧182的弯曲端，从而耦合所述扭力

弹簧182的该端与所述输入连杆174。

[0075] 在操作中，所述转矩控制组件160通过采用图12A、12B和12C的扭力弹簧组件130所

用的相同方法经由所述输出小齿轮190控制转移到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的转矩水平。例如，

对于小于所述扭力弹簧182的预载转矩的传送转矩，所述输出连杆178以与所述输入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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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相同的速率旋转。当传送转矩超过所述扭力弹簧182的预载转矩时，传送转矩的任何额

外增加导致所述扭力弹簧182的额外角偏转，这允许所述输出连杆178以比所述输入连杆

174更慢的速率旋转，从而控制传送到所述末端执行器夹钳的转矩量，进而控制所述末端执

行器夹钳的夹持力的量。

[0076] 应用

[0077] 本文公开的手术组件和器械可以在任何合适的应用中使用。例如，本文公开的手

术组件可以在用于开放式或微创(单端口或多端口)操作的手动或电动、手持式或机器人

式、直接控制或遥控操作的其他手术器械中使用。

[0078] 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的方法

[0079] 图16示出根据许多实施例的用于控制手术器械中的夹持力的方法210的动作。方

法210可以例如通过使用本文公开的手术组件和器械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实践。

[0080] 方法210包括致动弹簧组件的输入连杆(动作212)。例如，输入连杆的致动可以包

括相对于手术器械的夹持机构平移所述输入连杆。作为另一示例，输入连杆的致动可以包

括相对于手术器械的夹持机构旋转所述输入连杆。

[0081] 方法210进一步包括将致动力从所述输入连杆转移到所述弹簧组件的输出连杆

(动作214)。所述致动力的转移可以包括通过所述弹簧组件的预载弹簧转移所述输入连杆

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力。

[0082] 方法210进一步包括当所转移的致动力低于所述弹簧组件的预载弹簧的预定水平

时，抑制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的相对运动(动作216)。所述相对运动的抑制可

以包括用预载弹簧使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相对于彼此约束。并且，所述相对运动

的抑制可以包括接合所述输入连杆与接合连杆以及接合所述接合连杆与所述输出连杆，所

述输入和输出连杆通过所述预载弹簧与所述接合连杆保持接触。在许多实施例中，所述输

入连杆、所述输出连杆和所述接合连杆被约束以围绕共同旋转轴线旋转，并且所述预载弹

簧包括在所述输入连杆和所述输出连杆之间耦合的扭力弹簧。

[0083] 方法210进一步包括当所转移的致动力增加至高于所述预定水平时通过使所述预

载弹簧变形而相对于所述输出连杆移动所述输入连杆(动作218)。并且，方法210进一步包

括经由所述输出连杆致动夹持机构(动作220)。在许多实施例中，致动所述夹持机构，以便

夹持病人组织。

[0084] 方法应用

[0085] 本文公开的方法可以在任何合适的应用中使用。例如，本文公开的方法可以在用

于开放式或微创(单端口或多端口)操作的手动或电动、手持式或机器人式、直接控制或遥

控操作的手术器械中使用。这样的手术器械的示例包括微创机器人手术器械，如本文所公

开的那些。

[0086] 其他变化是在本发明的精神内。因此，虽然本发明可以容许各种修改和替代结构，

但某些其示出的实施例在附图中显示且已在上文详细地描述。然而，应该理解的是，无意图

将本发明限制到具体形式或所公开的形式，但相反，意图是涵盖落入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

内的所有修改、替代结构和等同物，如在所附权利要求书中所限定的那样。

[0087] 术语“力”被解释为包括力和转矩(特别是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背景下)，除非本文

另有说明外，或与上下文明显相矛盾。术语“一(a)”和“一个(an)”和“该(the)”及在描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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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背景下)的类似指代被解释为涵盖单数和复数，

除非本文另有说明或与上下明显相矛盾。术语“包含”、“具有”、“包括”和“含有”被解释为开

放式术语(即，指“包括但不限于”)，除非另有说明。术语“连接”被解释为部分或全部被包含

在其中、附着于其或结合在一起，即使有一些事物介于其间。本文中的各值的范围的叙述仅

意图充当分别指代落在该范围内的每个单独值的简化方法，除非本文另有明确指出，并且

每个单独的值包含在本说明书内，如同其被本文单独叙述。本文描述的所有方法可以以任

何合适的顺序执行，除非本文另有明确指出或与上下文明显相矛盾。本文提供的任何和所

有示例或示例性语言(例如，“如”)的使用仅意图更好地阐明本发明的实施例，并不限制本

发明的范围，除非另有要求。本说明书中的语言不应被解释为将任何非要求的元件指示是

对本发明的实践必不可少的。

[0088] 本文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包括用于实施本发明的发明人已知的最佳方

式。在阅读上述说明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那些优选实施例的变化可能变得

明显。本发明人预期熟练的技术人员适当地采用这样的变化，且本发明人意图在本文具体

描述以外实践本发明。因此，本发明包括适用法律所允许的所附权利要求书中叙述的主题

的所有修改和等同物。此外，本发明包含上述元件在其所有可能变化中的任何组合，除非本

文另有明确指出或与上下文明显相矛盾。

[0089] 本文引用的所有参考文献，包括出版物、专利申请和专利，通过引用并入本文，达

到与如果每个参考文献单独地和特别地指出通过引用而并入以及在本文中全部阐述的相

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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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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