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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在联动式控制模式中，外科医生用输入设备

直接控制关联从操纵器的移动，同时响应该直接

控制的从操纵器的指令运动而间接控制一个或

多个非关联从操纵器的移动，以实现次级目标。

通过经由联动式控制模式自动进行次级任务，由

于减少了外科医生转换到另一个直接模式以手

动实现期望的次级目标的需要，提高了系统的可

用性。因此，联动式控制模式允许外科医生更好

地集中于进行医疗程序并且更少地关注于操控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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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器人系统，其包括：

多个从操纵器，其配置为操纵多个设备，所述多个设备中的每个设备将由所述多个从

操纵器中的相应一个操纵；

主输入设备；和

用于同时指令所述多个从操纵器以便响应于所述主输入设备的移动在共同的自由度

方向上移动它们各自的设备的装置，其中所述共同的自由度方向是所述多个设备的远末端

都能够彼此平行地移动的方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导向管，通过其放置所述多个设备，其中所述多个设备可延伸超过所述导向管的远端，

并且所述共同的自由度方向朝向或远离所述导向管的远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多个设备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多个从操纵器的移动；和

导向管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导向管以多个自由度移动，所述多个自由度不包括平行

于所述导向管的纵轴的平移运动，其中所述导向管控制器被配置，以接收来自所述主输入

设备的指令移动、针对指令移动控制所述导向管以所述多个自由度移动、以及指令所述多

个设备控制器针对指令移动控制所述多个设备平行于所述导向管的纵轴的移动，

其中所述多个从操纵器中的每一个被配置以

响应于由所述指令移动指示的来自所述导向管控制器的收回指令而朝向所述导向管

收回它各自的设备，并且

驱动它各自的设备至收回构型，以便它各自的设备可自由进入所述导向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设备控制器中的每个设备控制器

被配置以确定它的设备的最近端俯仰或偏离可旋转连杆何时处于距离所述导向管的所述

远端的阈值距离内，并在这种确定之后驱动所述设备至其收回构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设备控制器被配置以响应于由所

述指令移动指示的来自所述导向管控制器的收回指令而朝向所述导向管一起收回所述多

个设备。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设备控制器被配置以响应于由所

述指令移动指示的来自所述导向管控制器的插入指令而一起延伸所述多个设备远离所述

导向管，并且其中所述多个设备控制器被配置以响应于所述插入指令而驱动所述多个设备

至操作构型，所述操作构型由存储设备中保存的接头位置的信息定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所述多个设备中的至少一个设备包括成像

系统，所述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控制台，其具有所述主输入设备和显示器，其中由所述成像系统捕捉的图像被处理并

显示在所述显示器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用于在所述主输入设备上提供触觉反馈以指示所述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的移动的

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用于在所述显示器上提供如从稳定的透视图得到的所述多个设备的计算机生成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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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视图的装置。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用于改变参考标架的装置，所述参考标架用于计算所述主输入设备和所述多个从操纵

器中的一个从操纵器的运动学，以便所述主输入设备相对于操作员可看到的显示器的位置

和取向不断对应于由所述从操纵器可操纵的设备的末端相对于所述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

端的位置和取向。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器人系统，进一步包括：

有孔导向管，通过其放置所述多个设备，其中所述多个设备可延伸超过所述有孔导向

管的远端，并且所述共同的自由度方向平行于所述导向管的纵轴。

12.根据权利要求1至11中任一项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用于同时指令所述多个从操

纵器以便响应于所述主输入设备的移动在所述共同的自由度方向上移动它们各自的设备

的所述装置包括：

响应于所述主输入设备的移动而直接控制所述多个从操纵器中的第一从操纵器的装

置；和

响应于所述第一从操纵器的指令移动而间接控制所述多个从操纵器中的第二从操纵

器的装置。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所述第一从操纵器操纵第一器械，并且所

述第二从操纵器操纵第二器械，当所述第一器械收回到导向管中时，所述第二器械内插在

所述第一器械和所述导向管的开口之间。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机器人系统，其中所述多个从操纵器中的所述第一从操纵

器操纵成像系统，并且所述多个从操纵器的第二从操纵器操纵手术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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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联动式控制模式的医疗机器人系统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1年5月11日、名称为“具有联动式控制模式的医疗机器人系

统”的中国专利申请201180024113.X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3] 本申请为于2007年6月13日提交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System(微创手术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200的部分继续申请，其在此通过引用

并入。

[0004] 本申请也为于2009年6月23日提交的题目为“Medical  robotic  system 

providing  an  auxiliary  view  including  range  of  motion  limitations  for 

articulatable  instruments  extending  out  of  a  distal  end  of  an  entry  guide(提

供包括从进入引导装置远端延伸出的可枢接器械的移动极限范围的辅助视像的医疗机器

人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2/489,566的部分继续申请和于2009年11月5日提交的题目为

“Controller  assisted  reconfiguration  of  an  articulated  instrument  during 

movement  into  and  out  of  an  entry  guide(在从进入引导装置移进移出期间控制器辅

助重新配置枢接的器械)”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2/613,328的部分继续申请，后者为于2009年

8月15日提交的题目为“Smooth  control  of  an  articulated  instrument  across  areas 

with  different  work  space  conditions(在具有不同工作空间条件的区域平稳控制枢接

的器械)”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2/541,913的部分继续，所有申请都通过引用并入。

[0005] 另外，本申请涉及以下美国专利申请，所有申请都通过引用并入：

[0006] Mohr的题目为“Retraction  of  tissue  for  single  port  entry，robotically 

assisted  medical  procedures(用于单端口进入的机器人辅助医疗程序的组织牵引)”的

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217；

[0007] Mohr等的题目为“Bracing  of  bundled  medical  devices  for  single  port 

entry，robotically  assisted  medical  procedures(用于单端口进入的机器人辅助医疗

程序的拉紧成束的医疗器械)”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222；

[0008] Schena的题目为“Extendable  suction  surface  for  bracing  medical  devices 

during  robotically  assisted  medical  procedures(用于在机器人辅助医疗程序期间拉

紧医疗器械的可扩张吸力面)”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231；

[0009] Diolaiti等的题目为“Control  system  configured  to  compensate  for  non-

ideal  actuator-to-joint  linkage  characteristics  in  a  medical  robotic  system

(配置来弥补医疗机器人系统中不理想的致动器与接头间连接特征的控制系统)”的美国专

利申请号11/762,236；

[0010] Cooper等的题目为“Surgical  instrument  actuation  system(手术器械致动系

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85；

[0011] Cooper等的题目为“Surgical  instrument  actuator(手术器械致动器)”的美国

专利申请号11/762,172；

[0012] Larkin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system(微创手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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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65；

[0013] Larkin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instrument  advancement

(微创手术器械进入)”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61；

[0014] Cooper等的题目为“Surgical  instrument  control  and  actuation(手术器械控

制和致动)”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58；

[0015] Cooper的题目为“Surgical  instrument  with  parallel  motion  mechanism(具

有平行移动机构的手术器械)”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54；

[0016] Larkin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apparatus  with  side  exit 

instruments(具有侧面离开器械的微创手术设备)”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49；

[0017] Larkin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apparatus  with  side  exit 

instruments(具有侧面离开器械的微创手术设备)”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70；

[0018] Larkin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instrument  system(微创手术

器械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43；

[0019] Cooper等的题目为“Side  looking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strument 

assembly(侧面观看微创手术器械组件)”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35；

[0020] Cooper等的题目为“Side  looking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strument 

assembly(侧面观看微创手术器械组件)”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32；

[0021] Larkin等的题目为“Guide  tube  control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instruments(微创手术器械的导向管控制)”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27；

[0022] Larkin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guide  tube(微创手术导向

管)”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23；

[0023] Larkin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guide  tube(微创手术导向

管)”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20；

[0024] Larkin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retractor  system(微创手术

牵引系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18；

[0025] Schena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illumination(微创手术照

明)”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14；

[0026] Duval等的题目为“Retrograde  instrument(回撤器械)”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

762,110；

[0027] Duval等的题目为“Retrograde  instrument(回撤器械)”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

762,204；

[0028] Larkin的题目为“Preventing  instrument/tissue  collisions(防止器械/组织

碰撞)”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202；

[0029] Larkin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strument  assembly  with 

reduced  cross  section(横截面减小的微创手术器械组件)”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

189；

[0030] Larkin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system(微创手术系统)”的

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191；和

[0031] Duval等的题目为“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system(微创手术系统)”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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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专利申请号11/762,196。

背景技术

[0032] 1、技术领域

[0033] 本发明一般涉及医疗机器人系统，并且特别地，涉及提供联动式控制模式的医疗

机器人系统。

[0034] 2、背景技术

[0035] 微创手术是已知的，具有不同的名称(例如，内窥镜检查、腹腔镜检查、关节镜检

查、血管内的、钥匙孔等)，通常特定于工作进行的解剖区。这种手术包括使用手执的并且遥

控操作/遥控操纵/遥控呈现(机器人辅助/遥控机器人技术)的设备，诸如由加利福尼亚州

Sunnyvale的Intuitive  Surgical，Inc.制造的da 手术系统。进行诊断(例如，活组

织检查)和治疗程序(“医疗程序”)两者。器械可经手术切口或经自然孔经皮地插入患者。新

型实验性微创手术变型是自然孔经腔道内窥镜手术(NOTES)，其中器械经自然孔(例如，嘴、

鼻孔、耳道、肛门、阴道、尿道)进入并在体内由经腔切口(例如，在胃或结肠壁中)继续至手

术部位。尽管利用da 手术系统的遥控操作手术提供了超过例如很多手执程序的很

多益处，但对于一些患者和一些解剖区，da 手术系统可能不能有效地进入手术部

位。另外，进一步减少切口的尺寸和数量通常有助于患者恢复并帮助减少患者损伤和不适。

[0036] 在这种医疗机器人系统中提供多个从操纵器(仆操纵器，slave  manipulator)，以

实施有用的功能，诸如操纵器械对患者实施医疗程序，定位和定向成像系统诸如内窥镜成

像设备以捕捉器械工作端的图像，和传递器械的工作端和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至患者体

内的工作位置。器械和成像系统(“医疗设备”)的工作端和图像捕捉端的传递利用一个或多

个导向管和握住和操纵导向管(一个或多个)的结构。另外，主操纵器被用作输入设备以跟

踪它们操作员的手的运动并向操作员提供指示它们关联从操纵器状态的适当触觉反馈。取

决于它们的各自的功能，从操纵器和主操纵器(“机器人操纵器”)可以设计有不同的工作区

和灵敏度。

[0037] 通常，由从操纵器操纵的医疗设备的可达工作区为它的远末端(例如，工作端或图

像捕捉端)可达到的空间中的一组点和朝向。在另一方面，医疗设备的远末端的灵敏工作区

通常识别可通过主要改变它的朝向(例如，改变朝向远末端的腕关节的位置)到达的空间中

的一组点。作为解释，灵敏度是机器人操纵器控制它的关联医疗设备的工作端的位置(以有

限的方式)和朝向的能力的量度。进一步地，其涉及接头自由度(即机器人操纵器/医疗设备

的运动链中独立启动的接头的数量)和笛卡儿(Cartesian)/输出自由度，后者描述远末端

的独立刚性主体位置和朝向。尽管输出(从操纵器)自由度(DOF)的数量通常为至多6个，但

输入(主操纵器)接头DOF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主操纵器设计而变化。

[0038] 如可容易理解的，灵敏工作区通常为可达工作区的子集。为了使外科医生能够实

现精细地控制器械的工作端，通常设计器械从操纵器以优化它们的灵敏度，甚至以牺牲它

们总的可达工作区为代价。为了补偿这种限制，具有大的可达工作区的底座操纵器(base 

manipulator)(诸如患者侧推车)可用于传递器械和成像系统从操纵器接近患者体内的进

入孔(例如，微创切口或自然孔)。进一步地，当器械和成像系统被放在共同导向管内时，导

向管用作次级底座，因为在该情况下导向管的移动有效地移动其中放置的所有器械和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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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随后，器械和成像系统从操纵器可最终传递它们各自医疗设备的工作端和图像捕捉

端至患者体内的工作位置(例如，目标解剖结构)。

[0039] 医疗机器人系统的总体能力通过构成其的所有机器人操纵器的工作区和灵敏度

之间的平衡实现。然而，每个操纵器的单独能力的不同必须清楚并很好地被用户了解，以便

有效地利用该系统。对于用户而言，通常难于选择哪个操纵器由控制台控制和怎样移动它

以实现患者体内它们各自医疗设备的期望“工作配置”，器械的工作端具有可能的最好灵敏

度和伸展，同时以提供在工作位置上进行的医疗程序的良好可视化方式放置成像系统的捕

捉端，而不干扰器械的移动。因此，期望提供这样的系统，该系统能够例如针对照相机操纵

器和底座操纵器(导向管操纵器和/或用于移动装配臂的操纵器和/或对患者侧支持系统的

支撑物)进行次级的或联动的控制移动，以便不分散用户在使用手术器械时进行医疗程序

的注意力。

[0040] 自由度(DOF)的数量为独特地识别系统的姿势/配置的独立变量的数量。因为机器

人操纵器是将(输入)接头空间绘制入(输出)笛卡儿空间的运动链，DOF的概念可在这两个

空间中的任一中进行表达。特别地，接头DOF组为针对所有独立控制接头的接头变量组。通

常地，接头为提供单一平移(棱柱接头)或旋转(回旋接头)DOF的机构。根据运动学模拟透视

图，任何提供多于一种的DOF运动的机构被考虑为两个或多个单独接头。笛卡儿DOF组通常

由描述端受动器(或末端)标架相对于给定的笛卡儿参考标架的位置和朝向的三个平移(位

置)变量(例如，前后(surge)、上下(heave)、左右(sway))和三个旋转(朝向)变量(例如欧拉

角(Euler  angle)或滚转/俯仰/偏离角度)代表。

[0041] 例如，具有安装在两个独立和垂直轨道上的端受动器的平面机构具有能够控制在

两个轨道跨越的区域内的x/y位置(棱柱DOF)。如果端受动器可绕垂直于轨道平面的轴旋

转，则存在对应于三个输出DOF(端受动器的x/y位置和朝向角度)的三个输入DOF(两个轨道

位置和偏离角度)。

[0042] 尽管笛卡儿DOF的数量为至多六个——所有平移变量和朝向变量都独立控制的情

形，但接头DOF的数量通常是涉及考虑机构复杂性和任务详情的设计选择的结果。因此，接

头DOF的数量可多于、等于或少于六。对于非冗余运动链(kinematic  chain)，独立控制的接

头的数量等于端受动器标架的移动性程度。对于一些棱柱和回旋的接头DOF，端受动器标架

具有对应于平移(x/y/z位置)和旋转(滚转/俯仰/偏离朝向角度)运动组合的笛卡儿空间中

相等数量的DOF(当处于单数配置时除外)。

[0043] 输入和输出DOF之间的差异在冗余或“有缺陷的”运动链(例如，机械操纵器)的情

况下极其重要。特别地，“有缺陷的”操纵器具有少于六个的独立控制的接头并因此不能完

全控制端受动器位置和朝向。相反，有缺陷的操纵器限于仅控制位置和朝向变量的子集。在

另一方面，冗余的操纵器具有多于六个的接头DOF。因此，冗余的操纵器可使用多于一个的

接头配置，以建立期望的6-DOF端受动器姿势。换言之，额外的自由度可用于不仅控制端受

动器位置和朝向，而且控制操纵器本身的“形状”。除了运动学自由度，机构可具有其他DOF，

诸如夹爪或剪刀刀片的枢轴转动杠杆运动。

[0044] 对规定DOF的空间考虑参考标架同样重要。例如，接头空间(例如，在两个连杆之间

的接头旋转)的单一DOF变化可导致结合附接至连杆之一的远末端的标架的笛卡儿平移变

量和朝向变量变化的运动(远末端上的标架旋转和平移通过空间)。运动学描述了从一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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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空间到另一个的转换过程。例如，在运动链末端上使用接头空间测量以确定参考标架的

笛卡儿空间位置和朝向是“正向”运动学。在运动链末端上使用参考标架的笛卡儿空间位置

和朝向以确定要求的接头位置为“反向”运动学。如果存在任何回转接头，则运动学涉及非

线性函数(三角函数)。

发明内容

[0045] 本发明的方面的一个目的是提供联动式控制模式，其中一个或多个设备可被直接

控制以实现初级目标，并且一个或多个其他设备可被间接控制以实现次级目标。

[0046] 这些和其他目的通过本发明的不同方面完成，其中简而言之，一个方面是机器人

系统，其包括：第一器械；底座，其与第一器械相连接，以便当底座移动时，第一器械移动；底

座控制器装置，用于使底座移动以便当第一器械移动时优化第一器械的工作区；和第一器

械控制器，用于根据指令移动移动第一器械，同时补偿底座的移动。

[0047] 另一个方面是用于控制连接至底座的一个或多个器械的移动以便当底座移动时

器械移动的方法，该方法包括：指令底座的操纵，以便优化第一器械的可操作的工作区；和

根据指令移动指令第一器械的操纵，同时补偿底座的移动。

[0048] 另一个方面是机器人系统，其包括：多个设备，每一个由多个从操纵器的相应一个

操纵；主输入设备；和装置，用于指令多个从操纵器以便在共同的自由度方向(common 

degree-of-freedom  direction)上移动它们各自的设备，以响应主输入设备的移动。

[0049] 另一个方面是将多个设备收回入导向管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从输入设备接收收

回指令；响应收回指令，朝向导向管一起收回延伸超过导向管远端的多个设备；和驱动多个

设备至收回构型，以便多个设备中的每一个都可自由进入导向管。

[0050] 还有另一个方面是机器人系统，其包括：多个器械，每一个由多个从操纵器的相应

一个操纵；由成像系统操纵器操纵的成像系统；主输入设备；和装置，用于当成像系统操纵

器响应主输入设备的移动而移动时指令多个从操纵器响应成像系统的移动而移动多个器

械。

[0051] 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将成像系统的控制与机器人系统中的其他设备联动的方法，该

方法包括：使多个器械移动以便当成像系统响应主输入设备的移动而移动时，跟随成像系

统的图像捕捉端。

附图说明

[0052] 图1为机器人辅助的微创遥控手术系统的示意图。

[0053] 图2和3为遥控手术系统中患者侧支持系统的示意图。

[0054] 图4为遥控手术系统中外科医生的控制台的简化正视图。

[0055] 图5为说明微创手术器械组件各方面的示意图。

[0056] 图6为说明微创手术器械组件各方面的示意图。

[0057] 图7为图6细节的示意侧视图。

[0058] 图8为手术器械组件的图解透视图。

[0059] 图9为手术器械组件和致动器组件之间的界面的示意图。

[0060] 图10为微创手术器械近端段的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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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图11为配合和启动图10所示器械的致动器组件的一段的透视图。

[0062] 图12为说明在装配臂末端上安装微创手术器械和致动器组件的图解透视图。

[0063] 图13为说明在装配臂末端上安装微创手术器械和致动器组件的另一个图解透视

图。

[0064] 图14为与柔性同轴的导向管和器械相关联的传动机构的图解视图。

[0065] 图15为多端口手术的图解视图。

[0066] 图16为多端口手术的另一个图解视图。

[0067] 图17-19为说明防止不期望的器械与组织碰撞的进一步方面的图解平面图。

[0068] 图20为外科医生用的图像镶嵌式输出显示器的图解视图。

[0069] 图21为包括致力于牵引的多接头器械的说明性微创手术器械组件的图解透视图。

[0070] 图22为在遥控手术系统中，用于用输入设备控制和选择性关联患者侧支持系统上

的设备的部件的方块图。

[0071] 图23为包括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的主/从控制系统的方块图。

[0072] 图24-25为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执行的直接“工具追踪”模式体系的

方块图。

[0073] 图26-27为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执行的直接“成像系统”模式体系的

方块图。

[0074] 图28-29为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执行的直接“导向管”模式体系的方

块图。

[0075] 图30为微创遥控手术系统的集中式运动控制系统的图解视图。

[0076] 图31为微创遥控手术系统的分布式运动控制系统的图解视图。

[0077] 图32为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执行的联动式“工具追踪”模式体系的

方块图。

[0078] 图33为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执行的联动式“成像系统”模式体系的

方块图。

[0079] 图34为在遥控手术系统的操纵器控制器中执行的联动式“导向管”模式体系的方

块图。

[0080] 图35-37为器械联动式控制模式实例的流程图。

[0081] 图38为导向管联动式控制模式实例的流程图。

[0082] 图39为工具收回入有孔导向管的流程图，其用于在联动式“工具追踪”模式实例中

进行工具更换或配件提供操作。

[0083] 图40为成像系统联动式控制模式实例的流程图。

[0084] 发明详述

[0085] 说明本发明方面和实施方式的本说明书和附图不应被看作是限制性的——权利

要求限定了保护的发明。可进行各种机械的、组成的、结构的、电的和操作的改变，而不脱离

本说明书和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在一些情况中，熟知的电路、结构和技术没有详细显示

以使本发明不模糊。在两个或多个图中的相同的数字代表相同或相似的元件。

[0086] 进一步地，本说明书的术语不意欲限制本发明。例如，空间上的相对术语——诸如

“在…下方”、“在…下面”、“下部”、“在…上方”、“上部”、“近端”、“远端”等——可用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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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说明的一个元件或特征与另一个元件或特征的关系。除了图中显示的位置和朝向

外，这些空间上的相对术语意欲包含在使用或操作中设备的不同位置和朝向。例如，如果图

中的设备被翻转，则描述为“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下面”或“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下方”的元件将

成为“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上方”或“在其他元件或特征上面”。因此，示例性术语“在…下面”

可包含上方和下方的位置和朝向两者。设备可以为其他朝向(旋转90度或处于其他朝向

上)，并且相应解释了本文使用的空间上的相对描述词。同样地，沿和绕不同轴的移动的描

述包含不同的具体设备位置和朝向。另外，单数形式“一个(a)”、“一个(an)”和“该(the)”也

意欲包含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同时，术语“包括”、“包括(comprising)”、“包含”

等指定了所陈述特征、步骤、操作、元件和/或部件的存在，但不排除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

步骤、操作、元件、部件和/或组的存在或添加。描述为连接的部件可为电直接连接或机械直

接连接的，或它们可经一个或多个中间部件间接连接。

[0087] 遥控操纵和类似术语通常指的是操作员以相对自然的方式(例如，自然的手或手

指移动)操纵主设备(例如，输入运动链)，在其上主设备移动被制作成指令，该指令被实时

处理并传送至对指令和环境力几乎即刻反应的从动设备(例如，输出运动链)。遥控操纵在

美国专利号6,574,355(Green)中公开，其通过引用并入。

[0088] 为了避免以下多个方面和说明性的实施方式的图和描述的重复，应当理解很多特

征对于很多方面和实施方式是共同的。省略描述或图的一个方面不表示该方面从并入那个

方面的实施方式中消失。相反，该方面可能是为了清楚和避免冗长的描述已省略。

[0089] 因此，几个一般方面应用于以下多个描述。例如，至少一个手术端受动器在不同的

图中显示或描述。端受动器是实施特定手术功能的微创手术器械或组件的一部分(例如，手

术钳/抓紧器、针驱动器、剪刀、电烙钩、装订机、夹子施加器/除去器等)。很多端受动器具有

单一的DOF(例如，打开和关闭的抓紧器)。端受动器可通过提供一个或多个额外的DOF的机

构诸如“腕关节”型机构连接至手术器械主体。这种机构的例子在美国专利号6,371 ,952

(Madhani等)和美国专利号6,817,974(Cooper等)中示出，两者通过引用并入，并可已知为

多种Intuitive  Surgical，Inc. 机构，如用于da 手术系统的8mm和5mm

器械两者。尽管本文描述的手术器械通常包含端受动器，但应当理解在一些方面中可省略

端受动器。例如，器械主体轴的远末端可用于牵引组织。作为另一个实例，抽吸或冲洗开口

可存在于主体轴或腕关节机构的远末端。在这些方面中，应当理解定位和定向端受动器的

描述包含定位和定向不具有端受动器的手术器械的末端。例如，针对端受动器末端的参考

标架的描述也应当被理解为包含不具有端受动器的手术器械的末端的参考标架。

[0090] 在本说明书中，应当理解单成像或立体成像系统/图像捕捉部件/照相机设备可被

放置在器械的远端，无论何处显示或描述端受动器(该设备可被认为是“照相机器械”)，或

它可被放置在接近任何导向管或其他器械组件元件的远端的位置或在任何导向管或其他

器械组件元件的远端。因此，本文使用的术语“成像系统”和类似术语应当被广义解释为在

所描述的方面和实施方式的上下文中包含图像捕捉部件和图像捕捉部件与关联电路和硬

件的组合两者。这种内窥镜成像系统(例如，光学、红外、超声等)包含具有远端放置的图像

感测芯片和关联电路的系统，所述系统经有线或无线连接传递捕捉图像数据至体外。这种

内窥镜成像系统也包含体外传递捕捉的图像的系统(例如，通过使用柱状透镜或光纤)。在

一些器械或器械组件中，可使用直接观看光学系统(内窥镜图像直接在目镜中看到)。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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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的半导体立体成像系统的实例在美国专利申请号11/614 ,661“Stereoscopic 

Endoscope(立体内窥镜)”(Shafer等)中描述，其通过引用并入。为了清楚，熟知的内窥镜成

像系统部件诸如电照明连接和光纤照明连接被省略或象征性地表示。内窥镜成像的照明在

图中通常用单一照明端口代表。应当理解这些描写是示例性的。照明端口的尺寸、位置和数

量可变化。照明端口通常被安排在成像孔的多个侧上，或完全包围成像孔，以最小化深的暗

影。

[0091] 在本说明书中，套管通常用于防止手术器械或导向管摩擦患者组织。套管可用于

切口和自然孔两者。对于器械或导向管相对于它的插入(纵向)轴不频繁地平移或旋转的情

况，可不使用套管。对于要求吹入的情况，套管可包含密封以防止过量的吹入气体泄漏经过

器械或导向管。例如，对于不要求吹入的胸手术，套管密封可省略，并且如果器械或导向管

插入轴移动最小，则随后套管本身可省略。在相对于导向管插入的器械的一些配置中刚性

导向管可起到套管的作用。套管和导向管可为例如钢或挤出塑料。比钢便宜的塑料可适于

一次性使用。

[0092] 柔性手术器械和导向管的各种例子和组件被考虑适于本发明。在本说明书中，这

种柔性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例如，一段或器械或导向管可为连续弯曲的柔性结构，诸如基于

螺旋卷绕线圈或基于多个段被去除的管(例如，缝型切口)的结构。或者，柔性部分可由一系

列短的、枢轴连接的段(“椎骨体”)制成，其提供了接近蛇形的连续弯曲结构。器械和导向管

结构可包含美国专利申请公布号US  2004/0138700(Cooper等)中的那些，其通过引用并入。

为了清楚，图和关联描述通常仅显示器械和导向管的两个段，被称为近端(更接近传动机

构；更远离手术部位)和远端(更远离传动机构；更接近手术部位)。应当理解到器械和导向

管可被分为三段或更多段，每段为刚性、被动柔性或主动柔性的。对于远端段、近端段或整

个机构描述的挠曲和弯曲也应用于为了清楚已经被省略的中间段。例如，在近端段和远端

段之间的中间段可弯曲为简单或复合的曲线。柔性段可为各种长度。当弯曲时，具有更小外

直径的段可具有与具有较大外直径的段相比更小的最小曲率半径。对于电缆控制的系统，

当弯曲时，不可接受高的电缆摩擦或粘结限制了最小曲率半径和总弯曲角。导向管的(或任

何接头的)最小弯曲半径是这样的：它不纽绞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内部手术器械的机构的平

稳运动。柔性部件可以是例如多达大约四英尺的长度和大约0.6英寸的直径。特定机构的其

他长度和直径(例如，更短、更小)和柔性程度可通过已经为其设计机构的目标解剖结构确

定。

[0093] 在一些情况中，仅器械或导向管的远端段是柔性的，近端段是刚性的。在其他情况

中，在患者体内的整段器械或导向管都是柔性的。在还其他情况中，极远端段可为刚性的，

并且一个或多个其他近端段为柔性的。柔性段可为被动的或它们可为可主动控制的(“易操

纵的”)。这种主动控制可使用例如多组相对的电缆(例如，一组控制“俯仰”，并且正交组控

制″偏离″；三个电缆可用于实施相似的行动)实施。可使用其他控制元件诸如小的电或磁致

动器、形状记忆合金、电活性聚合物(“人工肌肉”)、气动或液压风箱或活塞，和类似物。在一

段器械或导向管完全或部分位于另一个导向管内的情况中，可存在被动和主动柔性的多种

组合。例如，在被动柔性导向管内的主动柔性器械可施加足够的侧力，以屈曲周围的导向

管。类似地，主动柔性导向管可屈曲位于其内的被动柔性器械。导向管和器械的主动柔性段

可协同工作。对于柔性和刚性器械和导向管，放置在更远离中心纵向轴的控制电缆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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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被放置在接近中心纵向轴的电缆的机械优势，这取决于不同设计中的柔度考虑。

[0094] 柔性段的柔度(刚度)可从几乎完全松弛(存在小的内部摩擦)变化至基本上刚性。

在一些方面中，柔度是可控制的。例如，可使器械或导向管的一段或全部柔性段基本上(即，

有效但不无限地)刚性(该段是“可刚性化的”或“可锁定的”)。可锁定的段可以为笔直、简单

的曲线或以复合曲线形状锁定。锁定可通过施加张力至一个或多个电缆完成，所述一个或

多个电缆沿足以引起摩擦以防止邻近椎骨体移动的器械或导向管纵向行进。电缆或多个电

缆可行进通过每个椎骨体中的大的中心孔或可行进通过接近椎骨体外周的较小的孔。可选

地，移动一个或多个控制电缆的一个或多个发动机的驱动元件可被软锁定在适当的位置

(例如，通过伺服控制)，以保持电缆在适当的位置并由此防止器械或导向管移动，因此将椎

骨体锁定在正确的位置。可进行保持发动机驱动元件在正确的位置以有效地保持其他可移

动器械和导向管部件也在正确的位置。应当理解，尽管有效，但在伺服控制下的刚度通常小

于通过制动直接置于接头上可获得的刚度，诸如用于保持被动装配接头在正确的位置的制

动。电缆刚度通常占支配地位，因为它通常小于伺服系统或制动接头刚度。

[0095] 在一些情况下，可在松弛和刚性状态之间连续改变柔性段的柔度。例如，可增加锁

定电缆张力以增加刚度，但不锁定柔性段为刚性状态。这种中间柔度可允许遥控操作，同时

减少由于由反作用力引起的从手术部位移动可产生的组织损伤。并入柔性段中的合适的弯

曲传感器允许遥控手术系统当弯曲时确定器械和/或导向管位置。美国专利申请公布号US 

2006/0013523(Childers等)，其通过引用并入，公开了光纤位置形状感测设备和方法。美国

专利申请号11/491,384(Larkin等)，其通过引用并入，公开了用于控制这种段和柔性设备

的光纤弯曲传感器(例如，光纤布拉格光栅(fiber  Bragg  grating))。

[0096] 外科医生的输入以控制如本文描述的微创手术器械组件、器械和端受动器的方面

通常使用直观的、照相机参照的控制界面进行。例如，da 手术系统包含具有这种控

制界面的外科医生的控制台，其可被改进以控制本文描述的方面。外科医生操纵一个或多

个具有例如6个DOF的主手动输入机构，以控制从器械组件和器械。输入机构包含手指操作

的抓紧器以控制一个或多个端受动器DOF(例如，关闭抓紧钳夹)。通过用外科医生的输入机

构和图像输出显示器的位置定向端受动器和内窥镜成像系统的相对位置来提供直观的控

制。该定向允许外科医生操纵输入机构和端受动器控制，如同看到基本上真实存在的手术

工作部位。这种遥控操作真实存在指外科医生从透视图看到图像，该透视图看起来是操作

员在手术部位上直接看到和工作的图像。美国专利号6,671,581(Niemeyer等)，其通过引用

并入，包含关于微创手术仪器中照相机参照的控制的进一步信息。

[0097] 图1为说明机器人辅助的(遥控操纵的)微创手术系统2100的方面的示意图，其中

器械通过导向管经由单一进入孔插入患者。该系统的一般体系类似于其他这种系统的体

系，诸如Intuitive  Surgical，Inc.的da 手术系统和 手术系统。三个主部件

为外科医生的控制台2102、患者侧支持系统2104和视频系统2106，所有的都如所示通过有

线或无线连接相互连接2108。

[0098] 如图4所示，外科医生的控制台2102包含例如可手操作的、多DOF机械输入(“主”)

设备203、204和脚踏板215、217，其允许外科医生操纵如本文描述的手术器械、导向管和成

像系统(“从”)设备。这些输入设备可在一些方面中提供来自器械和器械组件部件的触觉反

馈至外科医生。按钮205、207被提供在可手操作的输入设备203、204上，用于如本文描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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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功能或用于其他操作目的。控制台2102也包含立体视频输出显示器201，设置来使显示器

上的图像大致聚焦在对应于在显示器屏幕后面/下面工作的外科医生的手的距离。与控制

台的其他部件经总线210通信的处理器220在系统2100中实施各种功能。它实施的一个重要

的功能是执行本文描述的多种控制器，以便通过控制信号平移和转移输入设备的机械运

动，使得外科医生可有效地操纵和以其他方式移动设备，诸如当时与输入设备选择性关联

的手术器械、成像系统和一个或多个导向管。尽管描述为处理器，但应理解处理器220可在

实践中通过硬件、软件和固件的任何组合执行。同样，如本文描述的它的功能可通过一个单

元实施或在不同的部件之间分配，其中的每一个都可通过硬件、软件和固件的任何组合依

次执行。进一步地，尽管显示为控制台2102的一部分或在物理上邻近控制台2102，但处理器

220也可包括遍及系统分布的很多子单元。这些方面在美国专利号6,671,581中更全面地进

行讨论，其通过以上引用并入。

[0099] 转回图1，患者侧支持系统2104包含地板安装结构2110，或可选地天花板安装结构

2112，如点划线所示。结构2110可为可移动的或固定的(例如，相对于地板、天花板或其他设

备诸如手术台)。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装配臂组件2114为改进的da 手术系统臂组件。

臂组件2114包含两个说明性的被动旋转装配接头2114a、2114b，其允许当它们的制动器松

开时手动定位连接的连杆。在臂组件和结构2110之间的被动棱柱装配接头(未示出)可用于

允许大的垂直调整。另外，导向管操纵器2116包含说明性的主动滚转接头2116a和主动偏离

接头2116b。接头2116c和2116d起到平行机构的作用，以便由平台2118保持的(手术器械组

件的)导向管在进入口诸如患者1222的肚脐处绕远程中心2120移动。在一个实施方式中，主

动棱柱接头2124用于插入和撤回导向管。一个或多个手术器械和内窥镜成像系统被独立安

装至平台2118。当患者2122被放置在可移动台2126上的不同位置时，多种装配和主动接头

允许操纵器移动导向管、器械和成像系统。

[0100] 图2和3为患者侧支持系统的另一个说明性实施方式的示意性侧正视图和前正视

图。支撑2150是固定的(例如，安装在地板或天花板)。连杆2152在被动旋转装配接头2154处

与支撑2150相连接。如所示的，接头2154的旋转轴与远程中心点2156对齐，远程中心点2156

通常是(手术器械组件的)导向管(未示出)进入患者的位置(例如，对于腹部手术是在肚脐

处)。连杆2158在旋转接头2160处与连杆2152相连接。连杆2162在旋转接头2164处与连杆

2158相连接。连杆2166在旋转接头2168处与连杆2162相连接。安装导向管以滑动通过连杆

2166的端2166a。平台2170由棱柱接头2172和旋转接头2174支持并连接至连杆2166。随着其

沿连杆2166滑动，棱柱接头2172插入和撤回导向管。接头2174包含保持“C”形环悬臂的轴承

组件。当“C”环滑动通过轴承时，其绕“C”内的中心点旋转，由此滚转导向管。“C”中的开口允

许安装或更换导向管，而不移动上面的操纵器。平台2170支持手术器械的多个操纵器2176

和成像系统，如以下所描述的。

[0101] 这些说明性的机器人臂组件用于例如包含刚性导向管并被操作以相对于远程中

心移动的器械组件。如果不要求绕远程中心运动，则可省略操纵器臂中的一些装配和主动

接头。应当理解操纵器臂可包含连杆、被动和主动接头(可提供冗余的DOF)的不同组合，以

实现必要的手术姿势范围。

[0102] 再次参考图1，视频系统2106为例如手术部位的捕捉的内窥镜成像数据和/或来自

患者外部的其他成像系统的手术前或实时的图像数据进行图像处理功能。视频系统2106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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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生的控制台2102处的外科医生输出处理的图像数据(例如，手术部位的图像，以及相

关的控制和患者信息)。在一些方面中，处理的图像数据被输出至对其他手术室人员或对一

个或多个远离手术室的位置可见的任选外部监视器(例如，在另一个位置上的外科医生可

监视视频；实况传输视频可用于培训等)。

[0103] 作为器械组件的实例，图5为说明微创手术器械组件1600各方面的示意图。两个手

术器械1602a、1602b延伸通过纵向延伸通过刚性导向管1606的通道1604a、1604b。在一些方

面中，导向管1606是笔直的，在其他方面，其被弯曲以适应具体的插入口(器械类似地弯曲

以便于插入)。导向管1606可具有多种横截面形状(例如圆形、椭圆形、磨圆的多边形)，并且

可使用不同数量的手术器械和通道。一些任选的工作通道可用于提供支持手术的功能，诸

如冲洗和抽吸。在一些方面中，内窥镜成像系统(例如，单图像或立体图像捕捉或直接观看)

位于导向管1606的远端1610。在一方面，用或不用套管1612或类似的导向结构，将导向管

1606经切口(例如，在肚脐处大约2.0cm)或自然孔插入患者。在一些方面中，导向管1606可

在套管1612内旋转。

[0104] 手术器械1602a和1602b以类似的方式起作用，并且很多器械功能(主体滚转、腕关

节操作、端受动器操作等)类似于用于da 手术系统的手术器械(8mm和5mm器械主体

直径)。在其他方面中，器械可起到不同的作用和/或具有没有在da 手术系统器械中

体现的能力(例如，一种器械可为笔直的，一种器械可为接合的，一种器械可为柔性的，等)。

在本实例中，器械1602a包含在它近端上的传动部分(未示出)、细长的器械主体1614、多种

手术端受动器1616之一和蛇形的两个自由度的将端受动器1616连接至器械主体1614的腕

关节机构1618。如同在da 手术系统中，在一些方面中，传动部分包含与永久安装在

支持臂上的电致动器(例如，伺服发动机)连接的圆盘，以便可容易地更换器械。其他连接系

统诸如匹配的万向节板和杠杆可用于转移机械界面上的致动力。传动部分中的机械机构

(例如，齿轮、杠杆、万向节)从圆盘上转移致动力至行进通过器械主体1614(其可包含一个

或多个枢接段)中的一个或多个通道的电缆、电线和/或电缆、电线和海波管(hypotube)组

合，以控制腕关节1618和端受动器1616移动。在一些方面中，一个或多个圆盘和关联机构转

移如所示绕器械主体1614的纵向轴1619滚转器械主体1614的致动力。在一些方面中，具体

器械的致动器本身安装在如所示在通道1604a内纵向移动器械主体1614的单一线性致动器

上。器械主体1614的主要段为基本上刚性单一管，尽管在一些方面中，它可为轻微可弹性弯

曲的。该小柔性允许接近导向管1606的近端体段1620(即，患者外部)被轻微屈曲，以便几个

器械主体与将以其他方式允许的它们单独的传动段外壳相比，可在导向管1606内间隔更

近，好像几个相同长度的插瓶花被放置在小颈花瓶中。该屈曲是最小的(例如，在一个实施

方式中为小于或等大约5度弯曲角)并且不引起显著摩擦，因为器械主体内的控制电缆和海

波管的弯曲角小。

[0105] 器械1602a和1602b分别包含延伸通过导向管的近端主体段和放置在超过导向管

的远端的至少一个远端主体段。例如，器械1602a包含延伸通过导向管1606的近端体段

1620、在接头1624处与近端体段1620相连接的远端主体段1622、在另一个接头1628处与远

端主体段1622相连接的腕关节机构1626(该连接可包含另一个短的远端主体段)、和端受动

器1630。在一些方面中，远端主体段1622和接头1624和1628起到平行运动机构1632的作用，

其中在机构远端上的参考标架的位置可相对于机构近端上的参考标架改变，而不改变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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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标架的朝向。

[0106] 图6为说明另一个微创手术器械组件1700各方面的示意图。手术器械组件1700类

似于器械组件1600，其中手术器械1702a、1702b起到类似于如上所述的器械1602a、1602b的

作用，但组件1700具有独立运行的内窥镜成像系统1704，而非在导向管端处的固定的内窥

镜成像系统。

[0107] 在一方面，成像系统1704在机械上类似于如上所述的手术器械1602。总结如图6所

示的这些方面，光学系统1704包含延伸通过导向管1708的基本上刚性的细长管近端体段

1706，并且在近端体段1706的远端，连接了1个或2个DOF的平行运动机构1712，其类似于平

行运动机构1622。平行运动机构1712包含第一接头1714、中间远端主体段1716和第二接头

1718。腕关节机构或其他主动接头(例如，一个DOF以允许改变俯仰角度；两个DOF以允许改

变俯仰和偏离角度)1720将图像捕捉部件1722连接至第二接头1718。可选地，接头1714为独

立可控制的一个或两个DOF接头(俯仰/偏离)，接头1718为另一个独立可控制的一个或两个

DOF接头(例如，俯仰/偏离)，并且图像捕捉部件1722直接连接在接头1718机构的远端。合适

的立体图像捕捉部件的实例在美国专利申请号11/614,661中示出，通过以上引用并入。在

一些方面中，成像系统1704在导向管1708内纵向移动(前后)。成像系统1704的控制在同时

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762,236中进行进一步描述，通过以上引用并入。在一些方面中，

滚转可能是不期望的，因为需要保持特定视野朝向。具有上下平移(上/下)、左右平移(侧面

至侧面)、前后平移(收回/插入)、偏离和俯仰DOF允许图像捕捉部件移动至不同的位置，同

时保持组件1700的特定照相机参照并看到外科医生的校准。

[0108] 图7为仅为了说明性目的示意图6的示意平面图的侧视图。图7显示了平行运动机

构1712移动图像捕捉部件1722远离手术器械组件1700的纵向中心线。该移位提供了手术部

位1724的改善的视图，因为一些或全部的器械主体远端段末端不存在于向外科医生输出的

图像中，如在例如器械组件1600中发生的那样(图5)。平行运动机构1712和图像捕捉部件

1722的俯仰是可控制的，如通过箭头说明的。

[0109] 图8为说明手术器械组件1700的实施方式的图解透视图。如所示，两个独立的遥控

操作的手术器械1740a、1740b(每个器械与单独的主操纵器相关联——例如针对左边器械

的一个左手主操纵器和针对右边器械的一个右手主操纵器)行进通过并出现在刚性导向管

1742的远端。每个器械1740a、1740b为如上所述的6个DOF器械，并包含如上所述的平行运动

机构1744a、1744b，附接有腕关节1746a、1746b和端受动器1748a、1748b。另外，独立遥控操

作的内窥镜成像系统1750行进通过并出现在导向管1742的远端上。在一些方面中，成像系

统1750也包含平行运动机构1752、平行运动机构1752远端上的仅俯仰腕关节机构1754(该

机构可在接头空间中具有一个或两个DOF)、和与腕关节机构1754相连接的立体内窥镜图像

捕捉部件1756。在其他方面中，腕关节机构1754可包含偏离DOF。在还另一个方面中，成像系

统1750中的近端和远端接头是独立控制的。在说明性使用中，平行运动机构1752向上和向

侧面上下平移和左右平移图像捕捉部件1756，并且腕关节机构1754朝向图像捕捉部件

1756，以将视野的中心放置在器械末端之间，如果器械对导向管的延伸中心线的侧面正在

工作的话。在另一个说明性使用中，成像系统的远端主体段为独立上倾斜的(在一些方面

中，也为独立偏离的)，图像捕捉部件1756为独立下倾斜的(在一些方面中，也为独立偏离

的)。如以上和以下所讨论的，成像系统1750可被移动至多个位置以牵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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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同样显示的是辅助通道1760，通过其，可引入或撤回例如冲洗、抽吸、或其他手术

项目。在一些方面中，一个或多个小的易操纵的设备可经辅助通道1760插入以便在成像系

统的窗口上喷洒清洗液(例如，加压水、气体)和/或干燥剂(例如，加压空气或吹入气体)，从

而清洗它们。在另一个方面中，这种清洁棒可为在插入前附接至照相机的被动设备。还在另

一个方面中，当图像捕捉部件从导向管的远端出现时，棒末端被自动钩在图像捕捉部件上。

弹簧温和地拉动清洁棒，以便当成像系统从导向管中撤回时，它趋于收回入导向管中。

[0111] 图7进一步说明了当移动图像捕捉部件1722远离组件1700的中心线时，它可紧靠

和移动在上面的组织结构表面1726，由此如所示从手术部位牵引组织结构。使用成像系统

1704牵引组织是使用其他手术器械或为该任务特别设计的设备以牵引组织的例证。这种

“帐篷柱”型牵引可通过本文描述的多种可移动部件的任一种进行，诸如远端出口或侧出口

柔性设备和刚性主体部件设备上的平行运动机构，以及以下讨论的其他设备(例如，参考图

21)。

[0112] 图9为说明在手术器械组件2302和说明性的致动器组件2304之间界面的方面的示

意图，手术器械组件2302代表如本文多种描述的柔性和刚性机构。为了该实例的目的，器械

组件2302包含手术器械2306、围绕器械2306的主导向管2308和围绕主导向管2308的次导向

管2310。

[0113] 如图9所示，传动机构设置在每个器械或导向管的近端上：对于器械2306为传动机

构2306a，对于主导向管2308为传动机构2308a，和对于次导向管2310为传动机构2310a。每

个传动机构都被机械和可移动地连接至关联的致动器机构：传动机构2306a连接至致动器

机构2312，传动机构2308a连接至致动器机构2314，传动机构2310a连接至致动器机构2316。

在一方面，使用配合的圆盘，如在da 手术系统器械接口中，如以下更详细地所示。在

另一个方面中，使用配合的万向节板和杠杆。传动机构中的多个机械部件(例如，齿轮、杠

杆、电缆、滑轮组、电缆导向器、万向节等)用于将机械力从接口传递至受控元件。每个致动

器机构都包含至少一个控制关联器械或导向管远端上的移动的致动器(例如，伺服发动机

(有刷或无刷))。例如，致动器2312a为控制手术器械2306的端受动器2306b夹具DOF的电动

伺服发动机。器械(包含如本文描述的导向探测器)或导向管(或统称器械组件)可如所示从

关联致动器机构(一个或多个)上分离并滑出。它可随后由另一个器械或导向管代替。除了

机械接口外，在每个传动机构和致动器机构之间存在电子接口。该电子接口允许传输数据

(例如，器械/导向管类型)。

[0114] 在一些情况中，可手动启动一个或多个DOF。例如，手术器械2306可为具有手启动

端受动器夹具DOF的被动柔性腹腔镜检查器械，并且导向管2308可为主动易操纵的，以提供

如上所述的腕关节运动。在该实例中，外科医生伺服控制导向管DOF和助手控制器械夹具

DOF。

[0115] 除了控制器械和/或导向管元件的致动器，每个致动器组件也可包含提供沿器械

组件2302的纵向轴(前后平移)运动的致动器部件(例如，发动机驱动的电缆、导螺杆、小齿

轮等；线性发动机；和类似物)。如图9实例所示，致动器机构2312包含线性致动器2312b，致

动器机构2314包含线性致动器2314b，并且致动器机构2316包含线性致动器2316b，以便可

独立地同轴移动器械2306、主导向管2308和次导向管2310的每一个。如图9中进一步所示

的，致动器组件2316被如上所述被动或主动地安装至装配臂2318。在主动安装体系中，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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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可用于控制一个或多个部件DOF(例如，刚性导向管的插入)。

[0116] 来自控制系统2320的控制信号控制致动器组件2304中的多个伺服发动机致动器。

控制信号例如与输入/输出系统2322的外科医生的主输入相关联，以移动器械组件2302的

机械从动部件。进而，来自致动器组件2304、和/或器械组件2302、和/或其他部件中传感器

的多种反馈信号被传送至控制系统2320。这种反馈信号可产生信息，如由伺服发动机位置

或其他位置、朝向和力信息指示的，诸如可通过使用基于光纤布拉格光栅的传感器获得。反

馈信号也可包含力感测信息，诸如在输入/输出系统2322上对于外科医生例如是视觉或触

觉输出的组织反作用力。

[0117] 来自与器械组件2302相关联的内窥镜成像系统的图像数据被传送至图像处理系

统2324。这种图像数据可包含，例如，如所示经输入/输出系统2322处理并输出至外科医生

的立体图像数据。图像处理也可用于确定器械位置，其作为远端位置反馈传感器形式被输

入至控制系统。另外，放置在患者外部和接近患者的任选的感测系统2326可感测与器械组

件2302相关联的位置或其他数据。感测系统2326可为静止的或可由控制系统2320(致动器

未示出，并且可类似于描述的那些或类似于已知的机械伺服部件)控制，并且它可包含放置

在患者附近的一个或多个实际的传感器。来自感测系统2326的位置信息(例如，来自一个或

多个无线传送器、RFID芯片等)和其他数据可送至控制系统2320。如果这种位置信息或其他

数据被视觉输出至外科医生，则控制系统2320以未处理或处理的形式传送它至与在输入/

输出系统2322上的外科医生的输出显示器整合的图像处理系统2324。进一步地，来自感测

系统2326的任何图像数据，诸如荧光镜成像或其他实时成像(超声、X射线、MRI和类似数

据)，被送至与外科医生的显示器整合的图像处理系统2324。并且，来自感测系统2326的实

时图像可与通过与外科医生的显示器整合的图像处理系统2324取得的手术前的图像整合。

以这种方法，例如，一些组织(例如，脑组织结构)的手术前的图像从数据存储位置2328接

收，可被增强以便有更好的可视度，将手术前的图像用实时图像中的其他组织标志记录，以

及将组合的手术前的和实时的图像与来自器械和致动器组件2302、2304和/或感测系统

2326的位置信息一起使用，以呈现输出显示，所述输出显示辅助外科医生机动操纵器械组

件2302朝向手术部位，而不损害中间组织结构。

[0118] 图10为微创手术器械2402近端部分的透视图。如图10所示，器械2402包含与器械

主体管2406近端相连接的传动机构2404。主体管2406的远端2408上的部件为了清楚的目的

被省略并可包含例如如上所述的2个DOF平行运动机构、腕关节和端受动器组合；如上所述

的接头和内窥镜成像系统；等。在所示的说明性实施方式中，传动机构2404包含六个接口圆

盘2410。一个或多个圆盘2410与器械240的DOF相关联。例如，一个圆盘可与器械主体滚转

DOF相关联，并且第二圆盘可与端受动器夹具DOF相关联。如所示，在一个情况，圆盘为了紧

凑而被布置成六角形栅格——在该情况下，六个圆盘处于三角形形状中。可采用其他栅格

图案或更随意的布置。传动机构2404内的机械部件(例如，齿轮、杠杆、万向节、电缆等)传送

圆盘2410上的滚转力矩至例如主体管2406(用于滚转)和与远端机构相连接的部件。控制远

端DOF的电缆和/或电缆和海波管组合行进穿过主体管2406。在一个情况中，主体管直径大

约7mm，并且在另一个情况中，它的直径大约5mm。当与关联的致动器圆盘配合时，离心相间

隔的凸起的销2412提供了合适的圆盘2410朝向。一个或多个电子接口接插件2414提供了在

器械2402和它关联的致动器机构之间的电子接口。在一些情况中，器械2402可将保存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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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存储器集成电路中的信息经它关联的致动器机构传到控制系统。这种传送的信息可包

含器械类型识别、器械使用的数量等。在一些情况中，控制系统可更新所储存的信息(例如，

记录使用的数量，以确定常规维护时间安排或防止在规定的次数后使用器械)。讨论了在器

械上存储信息的美国专利号6,866,671(Tierney等)通过引用并入。电子接口也可包含例如

电烙端受动器的电源。可选地，这种电源连接可被放置在器械2402上的其他地方(例如，放

置在传动机构2404的外壳上)。可包含用于例如光纤激光器、光纤远端弯曲或力传感器、冲

洗、抽吸等的其他接插件。如所示，传动机构2404的外壳为大体上锲形或饼型，以允许它与

相似的外壳接近放置，如以下所说明的。

[0119] 图11为配合和启动手术器械2402中部件的致动器组件2420一部分的透视图。布置

致动器圆盘2422以与接口圆盘2410配合。圆盘2422中的孔2424仅以单一360度朝向与接收

销2412对齐。每个圆盘2422由关联的旋转伺服发动机致动器2426转动，其如上所述接收伺

服控制输入。成形为对应于器械2402的传动机构外壳的大体上锲形的安装托架2428支持圆

盘2422、伺服发动机致动器2426和配合器械2402的接口接插件2414的电子接口2430。在一

种情况中，器械2402通过弹簧夹(未示出)保持紧靠致动器组件2420，以允许容易的移除。如

图11所示，致动器组件外壳2428的部分2432被截短以允许器械主体管2406通过。可选地，孔

可被置于致动器组件中，以允许主体管通过。已灭菌的间隔块(可再用的或一次性的；通常

为塑料)可用于分开致动器组件和器械的传动机构，以保持无菌手术场所。无菌的薄塑料片

或“帘子(drape)”(例如，0.002英寸厚的聚乙烯)用于覆盖未被间隔块覆盖的致动器组件部

分，以及覆盖部分操纵器臂。美国专利号6,866,671，通过以上引用并入，讨论了这种间隔块

和帘子。

[0120] 图12为说明在装配/操纵器臂的末端上安装微创手术器械和它们关联的致动器组

件的方面的图解透视图。如图12所示，手术器械2502a被安装在致动器组件2504上，以便如

上所述传动机构配合致动器组件(任选的间隔块/帘子未示出)。器械2502a的主体管2506延

伸经过致动器组件2504并进入刚性导向管2508中的口。如所描写的，尽管基本上是刚性的，

但参考图5如上所讨论的，主体管2506在传动机构外壳和导向管之间轻微弯曲。该弯曲允许

进入导向装置中的器械主体管的孔与以其他方式允许的它们的传动机构的尺寸相比间隔

地更近。因为刚性器械主体管中的弯曲角度小于柔性(例如，松弛)器械主体的弯曲角度，所

以电缆可比在柔性主体中的更刚硬。高电缆刚度是重要的，因为远端DOF的数量在器械中受

控。同样，与柔性主体相比，刚性器械主体更容易插入导向管。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弯曲是弹

性的，以便当器械从导向管撤回时，主体管呈现它笔直的形状(该主体管可以形成永久弯

曲，其将防止器械主体滚转)。致动器组件2504被安装到控制主体管2506插入导向管2508内

的线性致动器2510上(例如伺服控制的导螺杆和螺母或滚珠螺杆和螺母组件)。第二器械

2502b如所示用类似的机构进行安装。另外，可类似地安装成像系统(未示出)。

[0121] 图12进一步显示了导向管2508可移除地安装至支持平台2512。该安装可例如类似

于用于保持套管在da 手术系统操纵器臂上的安装。可移除和可代替的导向管允许

设计用于以不同程序的不同导向管使用相同的遥控操纵系统(例如，具有不同横截面形状

或多种数量和形状的工作和辅助通道的导向管)。进而，致动器平台2512利用一个或多个额

外的致动器机构(例如，用于俯仰、偏离、滚转、插入)被安装至机器人操纵器臂2514(例如，4

个DOF)。进而，操纵器臂2514可被安装至被动装配臂，如上参考图1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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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图13为说明从不同的角度并参考患者的如图12所示的方面的图解透视图。在图13

中，放置臂2514和平台2512，以便导向管2508在肚脐进入患者的腹部。该进入为多种自然孔

和切口进入的例证，包括经皮和经腔(例如，经胃，经结肠，经直肠，经阴道，经直肠子宫(道

格拉斯窝(Douglas  pouch))等)切口。图13也说明每个器械/成像系统的线性致动器怎样通

过显示插入的成像系统2518和撤回的器械2502a、2502b独立运行。这些方面可应用于本文

描述的其他手术器械组件(例如，具有端出口或侧出口的柔性导向管、侧面工作工具等)。可

见，在一些情况中，操纵器臂移动以使导向管2508围绕进入口处的远程中心2520旋转进入

患者。然而，如果中间组织限制了围绕远程中心的移动，则该臂可保持导向管2508在适当的

位置。

[0123] 图14为说明与柔性同轴导向管和器械相关联的传动机构的方面的图解视图。图14

显示了同轴行进通过并离开次导向管2704远端的主导向管2702。同样地，次导向管2704同

轴行进通过并离开三级导向管2706的远端。传动和致动器机构2708与三级导向管2706相关

联。传动和致动器机构2710与次导向管2704相关联，并且导向管2704的近端段在进入三级

导向管2706前延伸通过传动和致动器机构2710(可选地，与其邻近)。同样地，传动和致动器

机构2712与主导向管2702相关联，并且导向管2702的近端段在进入次级和三级导向管

2704、2706前延伸通过传动和致动器机构2708、2710(可选地，与其邻近)。行进通过并离开

主导向管2702中通道2714的远端的器械和成像系统(未示出)的传动机构可类似地通常沿

器械组件的纵轴排放(堆叠，stack)，或它们可如上所述围绕在它的近端上的导向管2702的

延伸纵轴进行布置。或者，控制器位置可并行组合和排放，诸如对于其中侧离开部件的传动

机构并行放置的侧出口组件，并且两者都排放在导向管传动机构后面。中间出口组件可类

似地进行配置。器械和/或成像系统致动器和控制也可在相同外壳内组合为导向管的致动

器和传动机构。

[0124] 在很多方面中，本文描述的设备被用作单端口设备——完成手术程序必需的所有

部件都经单一进入口进入身体。然而，在一些方面中，可使用多个设备和口。图15为说明当

三个手术器械组件在三个不同的口进入身体时的多端口方面的图解视图。器械组件2802包

含主导向管、次导向管和两个器械，连同关联的传动和致动器机构，如上所述的。在该说明

性的实例中，器械组件2804包含主导向管、次导向管和单一器械，连同关联的传动和致动器

机构，如上所述的。成像系统组件2806包含导向管和成像系统，连同关联的传动和致动器机

构，如上所述的。这些机构2802、2804、2806中的每一个都经如所示单独、唯一的口进入身体

2808。所示设备是本文描述的多种刚性和柔性方面的例证。

[0125] 图16为说明多端口方面的另一个图解视图。图16显示了三个说明性的器械或组件

2810进入不同自然孔(鼻孔、嘴)并随后经单一体腔(咽喉)继续到达手术部位。

[0126] 图17-19为说明防止不期望的器械与组织碰撞的方面的图解平面图。器械可能在

由患者解剖术(例如，喉手术)限制的空间中与成像系统的视野之外的患者组织碰撞。这种

碰撞可损害组织。对于多DOF手术器械，一些DOF可位于视野内，而其他更近端的DOF可位于

视野外。因此，当这些近端DOF移动时，外科医生可能未觉察到发生组织损害。如图17所示，

例如，内窥镜成像系统2920从导向管2922末端延伸。放置左侧工作器械2924a，以便所有的

DOF位于成像系统2920的视野2926(通过虚线划界)内。然而，即使器械2924b的端受动器位

于视野2926内，右侧工作器械2924b具有位于视野2926外的近端DOF(显示了如上所述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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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的平行运动机构和腕关节)。该器械位置是任务诸如系扎缝线的例证。

[0127] 在一方面，当制造照相机时可确定视野界线，以便该界线相对于照相机头(图像捕

捉部件)是已知的。该界线信息随后被保存在与并入照相机头的成像系统相关联的非易失

性存储器中。因此，该控制系统可使用成像系统器械的运动学和接头位置信息，相对于工作

器械定位照相机头，并且因此该控制系统可确定相对于工作器械的视野界线。这样，控制器

械以便在界线内工作。

[0128] 在立体成像系统的另一个方面中，视野界线可相对于器械通过使用机器图像算法

确定，以识别器械和它们在视野中的位置。该“工具跟踪”主题在美国专利申请公布号US 

2006/0258938  A1(Hoffman等)中公开，其通过引用并入。

[0129] 如图18所示，放置成像系统2920，以便照相机头正好位于导向管2922的远端上。器

械2924a和2924b从导向管的远端延伸并位于成像系统2920的视野内。“可允许的体积

(allowable  volume)”被定义为与视野界线一致。控制系统防止器械2924a和2924b的任何

部分在可允许的体积外移动。因为外科医生可看到器械2924a和2924b的所有远端移动部

分，所以外科医生随后移动器械而不碰撞周围组织。记录器械的移动，并确定“器械体积”

2928(由点线划界)，其通过器械最远移动划界。器械体积为凸面体积，在其内，可移动器械

而不与组织碰撞。

[0130] 接下来，如图19所示插入成像系统2920。因此，视野2926也被插入，并且器械

2924a、2924b的一部分位于插入的视野2926外。新的可允许的体积被确定为新插入的视野

加先前确定的位于视野外的器械体积。因此，该控制系统将允许外科医生在位于新的可允

许的体积内的任何地方移动器械。可重复该过程，以便进一步的视野插入或导向管2922移

动。该方案允许外科医生实时定义可允许的器械运动范围，而不需要组织模型。仅需要外科

医生追踪视野内的运动的器械范围的界线，并且当视野改变时，该控制系统将记录该信息。

[0131] 防止不需要的器械/组织碰撞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图像镶嵌。图20为在手术程序

期间外科医生看到的显示器(例如，立体)的图解视图。如图20所示，来自新的、较多插入的

视野2940(由虚线划界)的图像被记录并与来自旧的较多撤回的视野2942的图像进行镶嵌。

图像镶嵌是已知的(见例如，美国专利号4,673,988(Jansson等)和5,999,662(Burt等)，其

通过并入)并且已经被应用于医疗设备(见例如，美国专利号7,194,118(Harris等)，其通过

引用并入)。因此，外科医生看到比目前较多插入的视野更大的区域。器械的运动学上准确

的图示模拟在旧的视野2942中示出，以便当器械移动时，外科医生可看到该区域中可能的

碰撞。

[0132] 图21为显示了致力于牵引的包含多接头器械的说明性微创手术器械组件的方面

的图解透视图。如图21所示，导向管3102包含通道3104，通过其插入成像系统，和三个通道

3106a、3106b、3106c，通过其可插入手术器械。显示牵引器械3108延伸通过通道3106c。

[0133] 如所描绘的，牵引器械3108包含近端器械主体3110和四个系列连杆3112a-d。四个

接头3114a-d将近端器械主体3110和连杆3112a-d连接在一起。在一方面，每个接头3114a-d

为独立可控的单一DOF俯仰接头。在其他方面中，接头可具有额外的DOF。主动控制的(手或

遥控操纵的)夹持器3116经被动滚转接头3118被安装在最远端连杆3112d的远端上。在一些

方面中，其他端受动器或没有端受动器可取代夹持器。在一方面中，连杆3112a-d和夹持器

3116的组合的长度足以牵引组织超过延伸通过通道3106a和3106b的器械的工作包络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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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连杆和夹持器的组合的长度可大约等于器械的整个插入范围(例如，大约5英寸)。显示

了四个连杆和接头，并且可使用其他数量的连杆和接头。使用在通道3106c内的俯仰接头

3114a-d和滚转器械3108的不同组合进行牵引。

[0134] 为了进行牵引，插入器械3108，以便每个接头3114a-d一个接一个地暴露。可改变

插入深度，以便当接头从导向管的远端出来时，可在距离导向管的远端不同的距离上以不

同数量的接头开始牵引。即，例如，只要接头3114d被插入经过导向管的远端，牵引就可开

始。为了牵引，夹持器3116可夹紧组织。当器械3108在通道3106c内滚转时，被动滚转接头

3118防止夹紧的组织被扭转。在一方面中，该控制系统连接器械3108和导向管3102的运动。

当导向管在牵引的组织“下方”左右移动时，该联动的运动控制允许组织通过夹持器3116保

持在正确的位置上。例如，当导向管3102的远端被移动至左边时，滚转器械3108(并且可改

变接头3114a-d的俯仰)以移动夹持器3116至右边。

[0135] 图21进一步说明了在导向管内器械位置和控制的方面。工作手术器械不必插入穿

过对应于它们的工作位置或与它们的工作位置对齐的导向管通道。例如，如图31所示，左侧

工作器械不必插入通过最左边的通道3106c。相反，左侧工作器械可经“底部”通道3106b插

入。右侧工作器械可随后经最右通道3106a插入。随后，可控制左和右侧工作器械以便在手

术部位工作，而与经没有被滚转或偏离的通道3104插入的成像系统的视野对齐。换言之，在

工作器械的插入通道之间的左-右轴不必与在手术部位的工作器械端受动器之间的左-右

轴对齐或不必与立体成像系统的左-右轴瞳孔间的轴对齐。进一步地，通过控制系统识别哪

个器械与每个具体的致动器相连接，可改变左-右器械位置。例如，牵引器械3108可经通道

3106a插入，右侧工作器械可经通道3106b插入，和左侧工作器械可经通道3106c插入。在一

些方面中，利用合适形状的通道和/或成像系统，成像系统可经几个通道之一插入。例如，

“顶部”通道3104和“底部”通道3106b可为长方形，中心孔固定圆柱形器械主体。因此，成像

系统可经“顶部”或“底部”通道插入，并且工作器械可经其他“顶部”或“底部”通道插入。

[0136] 图22为用于控制和选择性关联患者侧支持系统2104上的医疗设备至外科医生的

控制台2102的操作员操纵的输入设备203、204的部件的方块图。多种手术工具诸如抓紧器、

切割器和针可用于在患者体内的工作部位上实施医疗程序。在该实例中，三个手术工具(工

具1、工具2、工具3)2231、2241、2251用于以机器人地实施该程序，并且成像系统(IS)2261用

于观看程序。工具2231、2241、2251和成像系统2261可被放置在导向管(GT)2271中，以便可

延伸超过导向管2271远端。导向管2271可通过进入孔诸如微创切口或自然孔，使用机器人

臂组件的装配部分，插入患者，并由导向管操纵器2272机动操纵朝向实施医疗程序的工作

部位。

[0137] 设备2231、2241、2251、2261、2271中的每一个都由自己的操纵器操纵。具体地，成

像系统2261由成像系统操纵器(PSM4)2262操纵，第一手术工具2231由第一工具操纵器

(PSM1)2232操纵，第二手术工具2241由第二工具操纵器(PSM2)2242操纵，第三手术工具

2251由第三工具操纵器(PSM3)2252操纵，并且导向管2271由导向管操纵器2272操纵。

[0138] 器械操纵器2232、2242、2252、2262中的每一个是携带致动器并提供机械无菌接口

以传送运动至它的各自的枢接器械的机械组件。每个器械2231、2241、2251、2261是从它的

操纵器接收运动并通过电缆传动装置传播该运动至它的远端枢接(例如，接头)的机械组

件。这种接头可为棱柱的(例如，线性运动)或旋转的(例如，它们绕机械轴枢轴旋转)。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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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可具有迫使多个接头以预定方式一起移动的内部机械约束(例如，电缆、齿轮、凸轮、带

等)。每组机械约束的接头执行特定的轴运动，并可设计约束以使旋转接头成对(例如，啮合

接头)。也注意，以该方式，器械可具有比可用致动器更多的接头。

[0139] 在直接的控制模式中，输入设备203、204中的每一个可通过多路调制器(MUX)2290

与设备2261、2231、2241、2251、2271之一选择性相关联，以便关联的设备可通过它的控制器

和操纵器由输入设备控制。例如，外科医生可对左和右输入设备203、204通过外科医生的控

制台2102上的图形用户界面(GUI)2291指定关联性，以分别与第一和第二手术工具2231、

2241相关联，所述手术工具通过它们各自的控制器2233、2243和操纵器2232、2242以遥控机

器人方式控制，以便外科医生可对患者实施医疗程序，同时手术工具2251、成像系统2261和

导向管2271各自通过它们各自的控制器(诸如在图24、25中所示)软锁定在正确的位置上。

如果外科医生期望使用输入设备203、204之一控制手术工具2251的移动，则外科医生可通

过简单地使输入设备与它目前关联的设备不关联而关联它至工具2251这样做。同样地，如

果外科医生期望使用输入设备203、204之一或两者控制成像系统2261或导向管2271的移

动，则外科医生可通过简单地使输入设备与它目前的关联设备不关联而关联它至成像系统

2261或导向管2271这样做。

[0140] 作为使用GUI  2291以提供MUX  2290选择输入SEL的替代，输入设备203、204与设备

2251、2241、2231、2261、2271的选择性关联可由外科医生使用由声音识别系统理解的声音

指令，或通过外科医生压下输入设备203、204之一的按钮，或通过外科医生压下外科医生的

控制台2102上的脚踏板，或通过外科医生使用任何其他熟知的模式转换技术实施。尽管这

种模式转换在本文中描述为由外科医生实施，但可选地它可在外科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助手

实施。

[0141] 控制器2233、2243、2253、2263、2273中的每一个包括主/从控制系统。作为一个实

例，图23说明了主/从控制系统300的方块图，当它与输入设备203相关联时，主/从控制系统

300用于控制工具从操纵器2232的移动并且因此控制它的所附接工具2231的位置和朝向，

如通过外科医生移动主操纵器203所指令的。类似的主/从控制系统可提供给系统2100中的

其他从操纵器(例如，2241、2251、2261、2271)中的每一个。

[0142] 主从操纵器两者包含很多与接头连接的连接系统以便于多自由度移动。当外科医

生在实施手术程序过程期间从一个位置移动主操纵器203至另一个位置时，与主操纵器接

头相关联的传感器提供指示主接头空间中这种指令移动的信息，并且与从操纵器接头相关

联的传感器提供指示从操纵器并因此在从动接头空间中的工具2231移动的信息，用于反馈

目的。

[0143] 主输入处理单元301从在主操纵器203中的主接头传感器接收主接头位置信息，该

信息在控制系统处理速率(例如，在本实例中为1300Hz)下取样，并从感测接头位置计算接

头速度。主正向运动学处理单元302接收来自主输入处理单元301的主接头位置和速度，利

用例如在方块303中分别确定和提供的雅可比矩阵(Jacobian  matrix)和眼睛相关信息，从

主接头空间将它们转变为相对于眼睛参考标架(即，与外科医生的眼睛位置相关联的参考

标架)的笛卡儿空间中主标架(即，与主操纵器203相关联的标架)的相应位置和速度。

[0144] 缩放和补偿处理单元304从主正向运动学处理单元302接收笛卡儿位置和速度指

令，根据选择来实施手术程序的缩放因素缩放指令的移动，并考虑补偿以产生期望的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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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标架(即，与工具2231相关联的标架)位置和速度。为了节约用词，笛卡儿位置在本说明

书中适当时被解释为包含笛卡儿朝向，笛卡儿速度在适当时被解释为包含平移速度和角速

度。缩放调整是有用的，其中相对于主操纵器203的较大的移动，从操纵器2232的小移动是

期望的，以便允许在手术部位更精确移动从动工具2231。在另一方面，补偿相对于眼睛参考

标架中的主标架的位置和朝向，确定例如照相机参考标架(即，与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相

关联的参考标架)中的端受动器标架(例如，与工具2231的端受动器相关联的标架)的相应

位置和/或朝向。

[0145] 模拟的从动处理单元308(也被称为“模拟域”)从缩放和补偿处理单元304接收期

望的从动工具标架位置和速度指令，并限制期望的从动工具标架位置、朝向和速度为指定

的笛卡儿限值，例如以便通过保持工具2231位于它的灵敏工作区内实施工具2231的正确和

直观的操作，并防止将导致通过工具2231的端受动器施加的过多力的运动。模拟的从动处

理单元308产生模拟的从动接头位置和速度，其相应于限制的从动工具标架位置和速度，同

时保证产生的从动接头位置和速度不超过从动接头的实际运动范围和最大速度(即，接头

限值)，即使在从动运动学的运动学奇点附近。

[0146] 反向缩放和补偿处理单元306从模拟从动处理单元308接收模拟接头位置和速度

指令，并对它们上的缩放和补偿处理单元304实施反向功能。笛卡儿控制器307接收对缩放

和补偿处理单元304的输入为第一输入，和反向缩放和补偿处理单元306的输出作为第二输

入。笛卡儿控制器307随后产生误差信号作为第一和第二输入的差值，并且诸如利用以下公

式从误差信号产生笛卡儿力“FCART”：

[0147] FCART＝K(Δx)+B(Δx)   (1)

[0148] 其中“K”为弹簧常数，“B”为阻尼常数，“Δx”为在笛卡儿控制器307的笛卡儿速度

输入之间的差值，“Δx”为在笛卡儿控制器307的笛卡儿位置输入之间的差值。对于朝向误

差，确定笛卡儿空间中相应的扭矩。

[0149] 主转置运动学处理单元315通过求和节点314接收笛卡儿力FCART，并使用例如与主

操纵器203相关联的雅可比转置矩阵和运动学关系在接头空间中产生相应扭矩。主输出处

理单元316从主转置运动学处理单元315接收主扭矩信号，产生相应于主扭矩信号的电流，

并供应电流至主操纵器203的相应的主接头发动机。因此，每当外科医生指令超过系统笛卡

儿或从动接头限值或产生从操纵器2232的运动学奇点条件的位置或速度时，操纵主操纵器

203的外科医生感知到笛卡儿力FCART。

[0150] 当主输入处理单元301从主操纵器203中的传感器接收主接头位置时，从动输入处

理单元309也在控制系统处理速率下从从操纵器2232中的位置传感器接收从动接头位置。

接头控制单元320从从动输入处理单元309和由模拟从动处理单元308提供的模拟接头位置

指令接收从动接头位置，并产生从动接头发动机的从动扭矩指令信号和主接头发动机的主

扭矩反馈指令信号。

[0151] 从动扭矩指令信号由接头控制单元320产生，以便驱动从操纵器的接头直到在接

头控制单元320中计算出的反馈误差置零。从动输出处理单元310从接头控制单元320接收

从动扭矩指令信号，将它们转变为适当的电流，并供应电流至从主操纵器的接头发动机，以

便因此驱动发动机。

[0152] 主扭矩反馈指令信号由接头控制单元320产生，作为从动接头位置和速度跟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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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函数，以便将施加到工具2231或它的从操纵器2232的力反映至主操纵器203，以便它们

可由外科医生感知。运动学绘图单元311从接头控制单元320接收主扭矩反馈指令信号，并

产生相应的笛卡儿力，所述笛卡儿力利用方块312中提供的从动运动学配置和先前计算出

的从动参考标架位置信息被施加至相对于成像系统的照相机标架的工具2231末端。

[0153] 增益313调整了笛卡儿力的大小，以保证系统稳定性，同时向外科医生提供足够的

力感知。增益调整的笛卡儿力随后通过求和节点314，并与笛卡儿力一起处理，所述笛卡儿

力通过主转置运动学处理单元315和主输出处理316由笛卡儿控制器307提供，如先前关于

它们的由笛卡儿控制器307提供的笛卡儿力的处理所描述的。

[0154] 描述了涉及主/从控制系统300常规方面的额外的细节，诸如基于熟知数学的本文

针对的不同参考标架和方块303中提供的外科医生眼睛相关信息和方块312中提供的从动

参考标架信息的计算，例如，在先前通过引用并入的和美国专利号6,424 ,885，“Camera 

Referenced  Control  in  a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Apparatus(微创手术装置中

参照照相机的控制)”，其中参考标架的概念被称为“从动支点”。

[0155] 接头控制单元320包含由主/从控制系统300控制的从操纵器2232的每个主动接头

和齿轮的接头控制器。特别地，在从操纵器2232包含多个接头以移动工具2231通过它的可

操作工作区的情况，这些接头中的每一个都将具有自己的控制器。为了简化本文和权利要

求中的描述，术语“接头”被理解为在两个连杆之间的连接(平移或回转)，并可包含齿轮(或

棱柱接头)以及与可用于控制机器人臂组件的线性驱动机构连接的任何其他可控制的部

件。

[0156] 直接控制模式为用户直接控制特定从操纵器的控制模式。所有其他从操纵器(即，

不与主操纵器连接的从操纵器)为软锁定的(即，所有它们的接头通过它们各自的控制器保

持在正确的位置上)。作为实例，在诸如本文描述的单端口系统中，三个直接控制模式被定

义为直接“工具追踪”模式，其中两个可手操作的输入设备与两个工具从操纵器和它们各自

的工具相关联；直接“成像系统”模式，其中一只或两只手可操作的输入设备与成像系统相

关联；和直接“导向管”模式，其中一只或两只手可操作的输入设备与导向管相关联。例如，

图24-25说明了直接“工具追踪”模式，其中左右主输入设备204、203分别与第一和第二工具

相关联，同时第三工具、成像系统和导向管通过它们各自的控制器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图

26-27说明了直接“成像系统”模式，其中左主输入设备204与成像系统相关联，同时第一工

具、第二工具、第三工具和导向管通过它们各自的控制器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和图28-29

说明了直接“导向管”模式，其中左和右主输入设备204、203与导向管相关联，同时第一工

具、第二工具、第三工具和成像系统通过它们各自的控制器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

[0157] 如图24、26、28所示的，数据摘除(pick-off)/接收点(分别处于关联设备控制器中

执行的主/从控制系统的反向缩放和补偿方块306的输入和缩放和补偿方块304的输出)可

用于向非关联控制器提供指令的状态信息，用于联动式控制模式和接收从非关联控制器返

回的状态信息，如本文描述的。为了简化附图，反向缩放和补偿方块306以及缩放和补偿方

块304两者被包含在命名为“缩放和补偿”的单一方块图中。尽管分别处于对反向缩放和补

偿方块306的输入以及缩放和补偿方块304的输出的数据摘除/接收点用于这些实例中，但

应理解其他数据摘除和接收点可用于实践本发明的各个方面。

[0158] 同样为了简化图，主/从控制系统300已经被分成主侧部分和从侧部分(在“缩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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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方块的相对侧上)，PSM1*控制器248、PSM2*控制器247、PSM4*控制器268和GT*控制器

288包括从动侧部件(例如，图23的控制系统300方块308、320、309、310、311、312、313)，MTM

控制器241、242、262、281、282包括主侧部件(例如，图23的控制系统300方块301、302、303、

307、314、315、316)。图25、27、29中的保持位置方块251、252、253、271、272指示了状态指令

(每个指示它的各自设备的恒定位置和朝向)，所述状态指令保存在一个或多个存储设备中

并分别提供给从动侧PSM3*控制器258、GT*控制器288、PSM4*控制器268、PSM1*控制器248和

PSM2*控制器247，同时这些控制器中产生的追踪数据被忽略(或以其他方式抛弃)，如来自

这些控制器的向下的点箭头所指示的，以便它们各自的操纵器和设备保持在指令的状态。

[0159] 在联动式控制模式中，外科医生直接控制关联从操纵器(例如，操纵器2232、2242、

2252、2262、2272之一)的移动，同时间接控制一个或多个非关联从操纵器的移动，以响应指

令的直接控制的从操纵器运动，以实现次级目标。次级目标的实例包含优化设备工作区

(即，最大化它们的运动范围)，优化其他设备和/或工作位置的成像系统的视图，最小化在

设备和/或患者的解剖结构之间的碰撞机会，和驱动非关联设备至期望的姿势。利用经由联

动式控制模式自动实施次级任务，系统的可用性通过减少外科医生转换到另一个直接模式

以手动实现期望次级目标的需要而增强。因此，联动式控制模式允许外科医生更好地关注

于实施医疗程序并更少地关注于处理系统。如以下所描述的，用户界面具有三个联动式控

制模式：针对器械(一个或多个)的模式，针对成像系统的模式，和针对导向管的模式(即与

设计来在手术系统内实施不同功能的操纵器的数量一样多的模式)。

[0160] 提供触觉提示给外科医生以指示何时进行所连接操纵器的运动是有用的，因为否

则外科医生可能不知道通过联动式控制模式间接控制的任何设备的移动。对于直接控制的

设备这不是问题，因为这种直接控制的设备的主/从控制系统通常提供触觉反馈途径。因

此，当联动式模式开始采用时，触觉提示诸如掣子(detent)可提供该信号给外科医生。

[0161] 外科医生使用的规定输入设备203、204和设备2231、2241、2251、2261、2271的关联

性的GUI  2291也可由外科医生用于规定联动式控制模式的各种参数。例如，外科医生可使

用GUI  2291选择哪个设备操纵器参与不同的联动式控制模式并限定与联动式控制模式相

关联的次级目标和/或将它们区分优先次序。

[0162] 图30为说明并入本文描述的手术器械组件和部件的微创遥控手术系统的集中运

动控制和协调系统体系的联动式控制方面的图解视图。运动协调器系统2202接收主输入

2204、传感器输入2206和优化输入2208。

[0163] 主输入2204可包含主控制机构上的外科医生的臂、腕关节、手和手指移动。输入也

可来自其他移动(例如，手指、脚、膝盖等压下或移动按钮、杠杆、开关等)和控制具体部件的

位置和朝向或控制特定任务操作(例如，使电烙端受动器或激光器、成像系统操作等通电)

的指令(例如，声音)。

[0164] 传感器输入2206可包含来自例如测量的伺服发动机位置的位置信息或感测的弯

曲信息。通过引用并入的题目为“Robotic  surgery  system  including  position  sensors 

using  fiber  Bragg  gratings”(包括使用布拉格光纤光栅的位置传感器的机器人手术系

统)的美国专利申请号11/491,384(Larkin等)描述了将布拉格光纤光栅用于位置感测。这

种弯曲传感器可被并入本文描述的多种器械和成像系统，以便当确定部件(例如，端受动器

末端)的位置和朝向信息时使用。位置和朝向信息也可由放置在患者外部的一个或多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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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例如，荧光透视、MRI、超声等)产生，并且所述传感器实时感测在患者内部件的位置和

朝向的变化。

[0165] 优化输入2208涉及次级目标。它们可为高水平指令，或该输入可包含更详细的指

令或感知信息。高水平指令的实例会是智能控制器的指令以优化工作区。更详细的指令的

实例将针对成像系统，以启动或停止优化它的照相机。传感器输入的实例会是已经达到工

作区限值的信号。

[0166] 运动协调器2202输出指令信号至与各遥控手术系统臂的操纵器相关联的各致动

器控制器和致动器(例如，伺服发动机)。图30描述了送至两个器械控制器2210、成像系统控

制器2212和导向管控制器2214的输出信号的实例。可使用控制器的其他数量和组合。运动

协调器2202确定怎样利用全部的系统运动学(即，系统的总自由度)，以实现由优化输入

2208指示的次级目标。

[0167] 作为实例，这种运动协调系统可用于控制手术器械组件1700(图6)。器械控制器

2210与器械1702a、1702b相关联，成像系统控制器2212与成像系统1704相关联，并且导向管

控制器2214与导向管1708相关联。因此，在一些方面中，操作遥控手术系统的外科医生将同

时和自动进入以上所述的至少三个控制模式：移动器械的器械控制模式，移动成像系统的

成像系统控制模式和移动导向管的导向管控制模式。类似的集中的体系可适于与本文描述

的多种其他机构方面一起工作。

[0168] 图31为说明并入了本文描述的手术器械组件和部件的微创遥控手术系统的分布

式运动控制和协调系统体系的方面的图解视图。在图31显示的说明性方面中，控制和转变

处理器2220与两个主臂优化器/控制器2222a、2222b、三个手术器械优化器/控制器2224a、

2224b、2224c、成像系统优化器/控制器2226和导向管优化器/控制器2228交换信息。每个优

化器/控制器与遥控手术系统中的主臂或从臂(其包含例如照相机(成像系统)臂、导向管臂

和器械臂)相关联。优化器/控制器中的每一个都接收臂特定性的优化目标2230a-2230g。

[0169] 在控制和转变处理器2220和各种优化器/控制器之间的双头箭头代表与优化器/

控制器的臂相关联的追踪数据的交换。追踪数据包含整个臂的完整的笛卡儿配置，包括底

座标架和远末端标架。控制和转变处理器2220将从每个优化器/控制器接收的追踪数据送

至所有优化器/控制器，以便每个优化器/控制器具有关于系统中所有臂的现有笛卡儿配置

的数据。另外，每个臂的优化器/控制器都接收对臂来说唯一的优化目标。当它寻求它的优

化目标时，每个臂的优化器/控制器都随后使用其他臂位置作为输入和约束。在一方面中，

每个优化控制器使用嵌入的局部优化器，以寻求它的优化目标。可独立打开或关闭每个臂

的优化器/控制器的优化模块。例如，可打开仅针对成像系统和导向管的优化模块。

[0170] 与集中的体系相比，分布式控制体系提供更多的柔性，尽管有降低性能的可能性。

如果使用这种分布式控制体系而不是使用集中式体系，更容易加入新臂和改变全部系统配

置。然而，在该分布式体系中，与可用集中式体系实施的全面优化相比，该优化是局部的，在

所述集中式体系中单一模块知晓完整系统的状态。

[0171] 图32-34说明了具体的联动式控制模式的方面，其中直接控制关联设备以实现初

级目标，并且间接控制非关联设备以完成次级目标。具体地，图32说明了联动式“工具追踪”

模式实施，其中左右主输入设备204、203分别与第一和第二工具相关联，同时通过将与它们

各自的主/从控制系统的数据摘除点相连接的方块3202、3201和成像系统和导向管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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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控制器3204、3203相联系，使它们指令移动的信息可用，以便它们可实施期望的“次级目

标”；图33说明了联动式“成像系统”模式实例，其中左主输入设备204与成像系统相关联，同

时通过将与它的主/从控制系统的数据摘除点相连接的方块3302和第一工具、第二工具和

导向管的联动式控制器3304、3305、3303相联系，使它的指令移动的信息可用，以便它们可

实施期望的“次级”目标；和图34说明了联动式″导向管″模式实例，其中左和右主输入设备

204、203与导向管相关联，同时通过将与它的主/从控制系统的数据摘除点相连接的方块

3402和第一工具、第二工具和成像系统的联动式控制器3404、3405、3403相联系，使它指令

移动的信息可用，以便它们可实施期望的“次级”目标。注意，在这些联动式模式实例中，假

定第三工具不被展开，以简化图。

[0172] 图32-34中说明的连接方块和设备联动的控制器如所示可以以分布式方式执行，

以便它们被整合入它们各自的控制器或在它们各自的控制器外部执行，或它们可以以集中

的方式执行，以便它们被整合入它们各自的控制器外部的单一单元。为了将直接“工具追

踪”模式转变成相应的联动式“工具追踪”模式，将连接方块3201、3202(如图32所示)与数据

摘除/接收点(如图24所示)相连接。指令和控制它们各自的设备控制器以实施次级目标的

设备联动的控制器3203、3204在它们各自的设备控制器的数据摘除/接收点上被连接并连

接至连接方块3202、3201，以便它们可来回接收和发送信息，如由图32中的箭头指示的。同

样地，为了将直接“成像系统”模式转变为相应的联动式“成像系统”模式，连接方块3302(如

图33所示)与数据摘除/接收点相连接(如图26所示)。指令和控制它们的各自的设备控制器

以实施次级目标的设备联动的控制器3303、3304、3305在它们各自的设备控制器的数据摘

除/接收点上被连接并连接至连接方块3302，以便它们可来回接收和发送信息，如由图33中

的箭头指示的。最后，为了将直接“导向管”模式转变为相应的联动式“导向管”模式，连接方

块3402(如图34所示)与数据摘除/接收点相连接(如图28所示)。指令和控制它们各自的设

备控制器以实施次级目标的设备联动的控制器3403、3404、3405在它们各自的设备控制器

的数据摘除/接收点上被连接并连接至连接方块3402，以便它们可来回接收和发送信息，如

由图34中的箭头指示的。

[0173] 图35-40为说明联动式控制模式的实例的流程图。如先前说明的，用户界面具有三

个联动式控制模式：针对器械(一个或多个)的模式、针对成像系统的模式和针对导向管的

模式。图35-37和39为器械联动的控制的实例，图38为导向管联动的控制的实例，和图40为

成像系统联动的控制的实例。参考图35-40描述的方法以及本文描述的多种控制器和其他

处理单元优选在参考图4描述的处理器220中执行。

[0174] 图35-36说明了器械联动的控制的实例的第一部分，其中优化了与导向管相连接

并可延伸超过导向管远端的枢接设备的工作区。图6为这种器械组件的一个实例。尽管本实

例描述了使用导向管优化用于实施医疗程序的枢接设备的工作区，但应理解本发明的方面

也适用于任何与枢接设备相连接的底座，以便当底座移动时，枢接设备移动。作为实例，如

果旋转装配接头2114a、2114b是可主动驱动的，参考图1-3描述的患者侧支持系统2104也可

起到这种底座的作用。

[0175] 首先参看图35，在3501中，以器械联动式控制模式在那时运行的导向管联动的控

制器3203(例如，运动协调器2202或导向管优化器/控制器2228，这取决于使用集中式还是

分布式联动模式体系)，从与导向管相连接的所有设备(即，当导向管移动时移动的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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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方块和联动的控制器接收指令的设备末端位置。例如，设备可被联动至导向管，如果它

被放置在导向管内或如果它以其他方式物理附接至导向管的话。如本文所用的(除了在描

述的上下文清楚地以其他方式指示的位置上)，短语“设备末端位置”指表示设备的最远端

接头的固定参考标架中笛卡儿坐标和由最远端接头的角度位置确定的朝向的信息。

[0176] 在3502中，导向管联动的控制器3203使用接收的指令的设备末端位置，以确定优

化与导向管相连接的设备的工作区的导向管末端位置，同时它们各自的控制器保持它们的

设备末端位置。因为优化功能要求设备的运动限值和运动学的范围的知识以及导向管和设

备的目前末端位置，所以运动和运动学信息的这种范围优选在系统启动时或以常规方式的

其他方便时间上提供给导向管联动的控制器3203，同时如先前描述的，在设备连接方块和

联动的控制器的操作期间提供设备目前的末端位置。为了确定期望的导向管末端位置，设

备控制器中的每一个可为它的设备提供期望的笛卡儿姿势，以便导向管联动的控制以这样

的方式求解运动学：放置导向管末端以便允许可配置的设备的接头尽可能接近它的期望的

姿势，同时不从期望的末端位置移动它的末端。

[0177] 优选地这种优化通过使用设备的运动范围和选择的加权最小化价值函数实施。例

如，可选择加权值，以便与最大化成像系统2261的运动范围和末端被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

的任何其他设备(即，通过它的控制器保持或“软锁定”在适当的位置上)相比，更大量地加

权最大化被直接控制的器械2231、2241的运动范围(即，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在3503中，确

定的导向管末端位置随后被提供给导向管控制器2272，以驱动导向管2271至确定的末端位

置和设备控制器2233、2243、2263，以便它们可驱动它们各自的设备2231、2241、2261至优化

它们各自的工作区的枢接的接头配置，如以下参考图36描述的。

[0178] 现在参看图36，其描述由与导向管相联动的设备的设备控制器实施的互补行动，

在3601中，导向管2271的指令的位置从导向管联动的控制器接收。在3602中，设备控制器对

它们各自的从操纵器产生更新的接头位置指令，以适应新的导向管位置，同时满足指令的

设备末端位置。对于在器械联动式控制模式下与输入设备204、203相关联的器械2231、

2241，指令的设备末端位置对应于由输入设备204、203指令的末端位置。对于在这时不与输

入设备204、203关联的成像系统2261或另一个器械2251，指令的设备末端位置为它们目前

的末端位置，以便这些非关联设备的末端有效地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在3603中，设备控制

器将更新的接头位置指令提供给它们各自的从操纵器，以便优化设备工作区。

[0179] 图37说明了一个实例的任选的第二部分，该实例中成像系统2261的移动与器械

2231、2241的移动相连接，以便器械很好地被放置在成像系统的视野中。但是参考图35-36

描述的实例的第一部分解决优化与导向管相连接并可延伸超过导向管远端的设备的工作

区的次级目标，该实例的第二部分解决优化由成像系统捕捉的图像中设备末端的视图的次

级目标。

[0180] 现在参考图37，在3701中，在这时以器械联动式控制模式运行的成像系统联动的

控制器3204(例如，运动协调器2202或成像系统优化器/控制器2226，这取决于是使用集中

的还是分布式联动模式体系)，从所有设备控制器接收指令的设备末端位置。在3702中，成

像系统联动的控制器确定指令的器械末端位置的质心，并且在3703中，它使用在目前和先

前数字处理期间中确定的质心位置中的差别确定质心速度。在3704和3705中，实施震颤过

滤(振动消除，tremor  filter)以便通过分别应用死区行为(dead-zone  behavior)至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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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应用低通滤波(low  pass  filter)至质心速度，确定期望的成像系统末端位置和速

度。

[0181] 在3706中，成像系统联动的控制器3204随后使用枢接成像系统2261和导向管2271

目前的末端位置的反向运动学确定成像系统2261的期望的接头位置。在3707中，成像系统

联动的控制器使用成像系统2261的正向运动学确定相应于改变的从动接头位置的成像系

统末端位置，并将确定的成像系统末端位置提供给导向管联动的控制器3203。注意，在3707

中确定的成像系统末端位置应该与在3704中期望的成像系统末端位置相同，除非接头限值

或奇点在3707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不同以避免限值或奇点。导向管联动的控制

器随后根据如参考图35描述的实例第一部分，与器械末端位置一起处理成像系统末端位

置，以产生优化器械和成像系统工作区的导向管末端位置。在3708中，成像系统联动的控制

器3204从导向管联动的控制器3203接收指令的导向管末端位置并在3709中使用它以便通

过将在3707中确定的成像系统末端位置和改变的导向管末端位置应用于在实施3706中使

用的相同的等式和限值以确定指令的从动接头位置。在3710中，由成像系统控制器2263确

定的指令的从动接头位置随后提供为成像系统操纵器2262的致动器指令，以便相应地操纵

或移动成像系统2261。

[0182] 在完成医疗程序后，所有在程序期间使用的医疗设备应该从患者收回。使用联动

式控制模式在相同时间的上收回所有设备是有利的，而不是使用直接控制模式一次一个的

进行。特别地，通过在直接控制下收回一个设备，期望所有其他设备在联动式控制下跟随收

回，同时解决次级目标，诸如避免在收回期间与彼此和/或与患者解剖结构碰撞。另外，在将

每个设备收回入它的导向管后，有必要首先将设备置于收回构型，以便它可被收回入导向

管。例如，图21描述的牵引器械3108在它的连杆3112a-3112d的每一个与通道3106c对齐后，

可仅完全被收回入导向管3102的通道3106c。因此，在设备进入它的导向管前期望自动驱动

设备中的每一个进入它的收回构型。这适用于在直接控制下收回的设备以及通过联动式控

制模式间接收回的设备。

[0183] 相反地，在实施医疗程序前，在程序期间使用的所有医疗设备都应该被插入患者。

使用联动式控制模式在相同的时间上插入所有的设备是有利的，而不是使用直接控制模式

一次一个地进行。特别地，通过在直接控制下插入一个设备，期望所有其他设备在联动式控

制下跟随插入，同时解决次级目标，诸如避免在插入期间与彼此和/或与患者解剖结构碰

撞。另外，在器械被插入患者和它们到达工作部位后，将器械置于优化它们的工作区的构型

是有用的。将器械的工作端很好地放置在成像系统的视野中也是有用的。因此，在成像系统

到达工作位置上期望的观察点后，期望自动驱动器械中的每一个进入它的最优构型。

[0184] 图38说明了使用联动控制以将医疗设备收回入导向管的实例。尽管设备中任何一

个可被直接控制而其他被间接控制以便收回入导向管，但该实例使用了用于控制收回的导

向管操纵器的实际自由度(DOF)。因为所有设备都与导向管连接，所以当导向管移动时，所

有设备都移动。然而，在该实例中的导向管操纵器不具有用于插入/收回的致动器，因此，通

过将导向管插入/收回指令送至设备控制器中的每一个同时导向管保持在正确的位置上，

使设备在期望的插入/收回方向上移动，实现实际插入/收回DOF。

[0185] 在3801中，导向管连接方块3402周期性从它关联的外科医生操纵的输入设备(一

个或多个)接收常规的时间取样的输出，在这种情况下其指示导向管沿它的纵轴向后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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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远离工作部位)。在3802中，连接方块3402将接收的收回指令转达至其他设备联动的

控制器，以便它们进而指令它们各自的设备操纵器在期望的收回方向上从它们的位置上收

回它们各自的设备。

[0186] 在3803中，设备控制器(即，不是导向管控制器)中的每一个确定什么时候它的各

自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近端处于距离导向管远端的阈值距离“TH”内。阈值距离“TH”可

例如通过考虑以下进行确定：最近端旋转连杆的目前旋转角、在输入设备上由外科医生指

令的收回速率、和在“清理出的(straightened  out)”设备和在导向管中设备延伸通过的通

道之间的余隙。特别地，选择阈值距离“TH”，以便设备中的每一个都可被收回入导向管，而

不碰击它被放置的它各自通道的末端或侧面。

[0187] 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近端和导向管的远端之间的距离可以常规方式通过以

下进行确定：确定从远程中心“RC”(即，导向管的枢轴点)延伸至导向管远端的第一矢量，确

定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确定从远程中心“RC”延伸至旋转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最近

端接头的第二矢量，和从在第一和第二向量之间的差值确定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近端

和导向管远端之间的距离。

[0188] 在3804中，在确定它各自的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近端位于距离导向管远端的

阈值距离“TH”内后，设备控制器(即，非导向管控制器)中的每一个都驱动它的设备至收回

构型(即，允许设备被完全收入导向管的接头和连杆构型)。设备被驱动至它的收回构型的

速率至少部分地通过以下速率进行确定：在该速率下，输入设备的输出改变插入/收回指令

的方向，以便避免设备和导向管之间的碰撞。另外，设备控制器中的每一个驱动它的设备至

它的收回构型时，可能的与其他设备和/或患者的碰撞也被避免和考虑。在3805中，一旦每

个设备通过它各自的设备控制器确定为在它的收回构型中，则设备控制器允许它各自的设

备被收回入导向管中的它的通道，以响应从在这时与导向管关联的输入设备(一个或多个)

发出的收回指令。

[0189] 因为与器械相比，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通常更近地放置于导向管远端，以便器

械的工作端和工作部位很好地被放置在成像系统的视野内，成像系统的最近端旋转连杆将

通常为设备组的第一旋转的连杆，其延伸超过导向管远端，以当设备组被收回时达到距离

远端的阈值距离“TH”。当其他设备中的每一个的最近端旋转连杆到达从导向管远端的阈值

距离“TH”时，它的设备控制器驱动它的设备至它的收回构型。

[0190] 作为参考3803-3804描述的方法的替代，不是等待直到在设备控制器开始驱动设

备至它的收回构型之前每个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到达距离导向管远端的阈值距离“TH”，

而是在接收指示在收回方向上期望移动的指令后，设备控制器中的每一个可立即开始驱动

它的设备至收回构型。在该情况下，每个设备控制器都被配置以便以以下方式驱动它的设

备至它的收回构型：该方式保证设备的任何旋转的连杆都被正确对齐，以便在它进入通道

前自由进入该设备的通道，同时避免对患者的伤害和与其他设备的碰撞。

[0191] 当驱动成像系统至它的收回构型时，记住成像系统控制器利用接收的关联器械的

端受动器的位置信息以指令它的图像捕捉端的移动，从而保持端受动器在它的视野中是重

要的。因为操作员观察显示器屏幕上的由图像捕捉端捕捉的图像，同时移动输入设备，所以

该操作员为了正确地指令收回它的关联器械可变得不明方向和/或以不正确的方式移动输

入设备。为了补偿这种非直观的经验，改变用于计算主从操纵器(即，图23的方块302和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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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学的参考标架(即图23的方块303和312)，以便相对于由操作员看到的显示器屏幕的

主操纵器的位置/朝向恒定地对应于相对于成像系统末端(例如，图像捕捉端上的点)的关

联器械的末端(例如，端受动器上的点)的位置和朝向。

[0192] 在设备控制器随后接收插入指令(即，在延伸远离导向管远端的方向上移动该设

备的指令)的情况下，设备控制器可自动驱动设备至期望的操作构型。期望的操作构型可为

在存储设备中保存的优选的构型，所述存储设备与执行本文描述的多种控制器和过程的一

个或多个处理器相关联。可选地，它可为已经保存在存储设备中的先前假定的操作构型。作

为后一情况的实例，正好在开始它们朝向导向管的收回之前的设备操作构型的设备接头位

置可保存在存储设备中，以便如果外科医生决定再次插入设备(或在工具更换程序后的它

们的替代设备)，它们的设备控制器可自动驱动设备返回保存的操作构型。

[0193] 在一些情况中，手术器械是可拆卸的并可用不同的手术器械取代，所述不同的手

术器械具有类似于器械的结构但具有不同的端受动器以便实施不同手术任务。因此，单一

导向管可用于一个或多个可更换的手术器械。在一种情况中，手术器械的端受动器是可拆

卸的，以便它可容易地与另一个进行更换。在另一个情况中，可将手术配件诸如夹子或缝合

材料提供给夹紧的端受动器，以便传递至工作部位，同时导向管保持在患者体内。实施这种

端受动器更换(在本文中也被称为“工具更换”)或提供这种手术配件至收回的夹紧的端受

动器的方便的方法是使用有孔导向管，其中一个或多个切口以部分向外延伸离开患者的方

式提供在导向管中，同时导向管的另一个部分通过进入孔向内延伸入患者。

[0194] 图39说明了以下实例：使用用于将医疗设备收回入有孔导向管的联动控制，以进

行工具更换或其他目的，诸如传递手术配件至工作部位。在该实例中，包含成像系统和至少

两个器械在内的多个设备延伸通过导向管的远端并且延伸超过导向管的远端。

[0195] 在3901中，从与待收回的器械相关联的输入设备(在本文中也被称为“关联器械”)

接收收回指令。收回指令由输入设备在以下方向上的移动指示：该方向将导致指令关联器

械朝向导向管的远端被收回和/或进入导向管的远端。如先前参考图23和32描述的，输入设

备的感测的接头移动由器械的主/从控制系统处理，并且产生的关联器械远末端的指令的

状态在缩放和补偿方块的输出上被采集，并与识别关联器械的信息(具体地，它在导向管中

的位置)一起通过连接方块提供至系统中其他设备的联动控制器方块。

[0196] 在3902中，在联动控制器方块中的每一个内决定它的关联设备是否与关联器械一

起被收回。在成像系统的联动控制器方块的情况中，该决定是肯定的，以便当它被收回入导

向管时，操作员可连续观察关联器械的工作端。在其他设备的联动控制器方块的情况中，该

决定考虑它们各自的器械是否将从要进行工具更换和提供手术配件的导向管的开口妨碍

接近关联器械的端受动器。如果未收回的器械将妨碍通过该开口接近关联器械的端受动

器，则联动控制器方块的妨碍器械的决定也将是肯定的。在另一方面，联动控制器方块的不

妨碍器械的决定将为否定的。

[0197] 在3903中，做出肯定决定的联动控制器方块随后将接收的收回指令转达至它们各

自的控制器，各自的控制器又指令它们各自的设备操纵器在这时以期望的收回方向从它们

的位置收回它们的设备(在本文中被称为“联动的设备”)。

[0198] 在3904中，收回设备控制器(关联设备和联动的设备两者的)中的每一个确定何时

它各自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近端以参考图38的3803描述的方式在距离导向管远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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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距离“TH”内。

[0199] 在3905中，在确定它各自设备的最近端旋转连杆的近端以参考图38的3804描述的

方式在距离导向管远端的阈值距离“TH”内(包含如本文描述的补偿移动成像系统)后，设备

控制器中的每一个随后指令它各自的设备操纵器，以驱动它的设备至收回构型(即，允许设

备完全收回入导向管的接头和连杆构型)。

[0200] 在3906中，一旦通过它各自的设备控制器确定每个被收回的设备处于它的收回构

型，则设备控制器允许它各自的设备收回入在导向管中它的通道，以响应从输入设备发出

的收回指令。

[0201] 在3907中，一旦操作员确定关联器械的端受动器处于相对于有孔导向管中开口的

正确位置，则停止输入设备和因此的关联器械的移动。然而，成像系统可继续移动以保证关

联器械的端受动器正确地处于它的视野中。另外，妨碍的器械继续移动直到它不再妨碍通

过有孔导向管中的开口接近关联器械的端受动器。在接近关联器械的端受动器的通路与开

孔畅通以后，则当成像系统观察关联器械的端受动器的活动时，可实施端受动器的更换和/

或可将手术配件提供给端受动器。

[0202] 图40说明了利用联动式控制以便将医疗设备延伸出导向管并将它插向工作部位

的实例。尽管设备中的任一个都可被直接控制而其他被间接控制以便插向工作部位，但该

实例假定成像系统被直接控制以便插入而器械通过联动式控制被间接控制，以跟随成像系

统的图像捕捉端。使用成像系统引导插入是有利的，因为它允许外科医生看到朝向工作部

位的通路。

[0203] 以例如类似于在da 手术系统中的遥控操纵的内窥镜控制的方式可实现在

插入期间的控制——在一方面，外科医生用一个或两个主操纵器虚拟移动图像；她使用主

操纵器从一边至另一边移动图像并将它拉向她自己，因此指令成像系统和它关联的器械组

件(例如，柔性导向管)以引向输出显示器上的固定的中心点并在患者体内前进。在一方面，

设计照相机控制以提供主操纵器对于图像是固定的印象，以便图像在移动主柄的相同方向

上移动，如在da 手术系统中那样。该设计使主操纵器位于正确的位置上，以便当外

科医生离开照相机控制时控制器械，并且因此它避免了在开始或恢复器械控制之前连接

(分离)、移动和分开(接合)主操纵器返回位置。在一些方面中，主操纵器位置可与插入速度

成比例，以避免使用大的主工作区。可选地，外科医生可连接和分开主操纵器以利用棘轮效

应作用以便插入。在一些方面中，可手动控制(例如，通过手操作轮)插入(例如，当经食管进

入时经过声门)，并且随后当手术器械组件的远端接近手术部位时，进行自动插入(例如，伺

服发动机从动辊)。插入轨迹可用的患者的解剖结构和空间的手术前的或实时的图像数据

(例如，MRI、X射线)可用于辅助插入。

[0204] 在4001中，成像系统控制器从关联输入设备接收插入指令。在4002中，成像系统控

制器指令成像系统操纵器移动成像系统，以响应插入指令，而在4003中，成像系统控制器提

供移动指令至其他设备联动的控制器，以便它们也可指令它们各自的设备移动，以响应成

像系统指令移动。在4004中，成像系统控制器确定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是否已经到达它

的期望的位置。该决定可基于编程标准自动实施或它可通过由外科医生采取的行动诸如在

这时压下与成像系统相关联的输入设备上的按钮指示。在4005中，在成像系统控制器已经

确定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已经到达它的期望位置后，它提供这种指示至器械联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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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例如，运动控制器2202或器械优化器/控制器2224a、2224b、2224c，这取决于哪个器械被

部署和是否使用集中式或分布式联动模式体系)，以便响应其的器械控制器指令它们各自

的器械操纵器将它们的器械移入它们的最优操作配置。在该情况下，将设备置于它们的最

优操作配置中通常涉及将器械的工作端置于成像系统的视野内并优化器械的工作区(诸

如，例如图18中所示)。

[0205] 如从本文描述的联动式控制模式实例显见的，不是提供给运动协调器或设备优化

器/控制器的所有位置信息都使用。因此，多于必要的信息在设备控制器之间传送而它的一

些被忽略，或仅必要的信息被传送。尽管图30-31的描述可指示前者，但应理解在此描述的

执行方式也可应用于后者。

[0206] 进一步注意，任何时间成像系统的图像捕捉端作为联动的设备移动，针对主/从遥

控操作的由外科医生使用的图像参考标架都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可影响外科医生实施精确

手术活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可针对成像系统的成像捕捉端的大的运动采取很多行动。

例如，触觉反馈可提供在输入设备上，以辅助外科医生采取适当的行动，或延伸出导向管远

端的计算机产生的设备的辅助视图可从稳定的(例如，固定的)透视图提供并被外科医生所

依赖以便主/从遥控操作，或可实时改变由成像系统捕捉的图像以保持直观正确的主/从设

备绘图，其中改变的图像显示在外科医生控制台上。

[0207] 不同微创手术系统、组件和器械的实例以及关联部件的这些描述不被看作限制性

的。应当理解，结合本文描述的方面的很多变型是可能的。例如，刚性和柔性器械和器械部

件的不同组合以及导向管和导向管部件的不同组合落入本说明书的范围。权利要求限定本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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