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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内手术中辅助导引的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 口腔 内手术中辅助导引，尤指透过光学定位装置的辅助，

用以方便精确且快速地进行 口腔内手术的辅助导引方法。

背景技术

术前评估及规划在现有 口腔 内手术治疗技术中相 当重要，其中为更加

了解病患口腔 内组织的状况，医生常需参考许多不同的信息。例如，牙齿

模型可提供病患牙齿的外观信息，可让医生了解病患的牙齿咬合状况；计

算器断层扫描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CT) 摄影则提供 口腔内部的解剖信

息，包括病患牙齿与颚骨的状态，这些信息对于某些 口腔 内手术是相 当重

要的，例如植牙手术、根管治疗 (root canalling) 、阻生齿摘除(impacted tooth

extraction) 及颞颚关节评估等。

以植牙手术为例，为 了让缺牙的患者恢复其正常咬合的功能，人工植

牙是其中一种治疗方式，其中植牙的方向与位置，对于治疗的结果扮演着

相 当重要的角色，不适 当的方位会引起过大的咬合应力，而造成骨脊的骨

质快速流失，导致植体脱落。

适当的植牙方位取决于两个因素：完善的术前规划与精准的手术中钻

孔。现有植牙手术的术前规划，医生必须藉助患者牙齿模型与 CT 摄影，做

为规划最佳植牙方位的依据，牙齿模型主要提供外部信息，让医生了解患

者上下牙齿咬合状况并提供术后美观的信息；相反地，CT 摄影则可提供 内

部的解剖信息，包括牙齿、颚骨、齿槽骨神经、上鼻窦等。至于手术中的

植体植入，目前大都依赖医生的临床经验与手术技巧，将术前规划落实于

患者 口中，因此医生的徒手钻孔稳定度与视觉三度空间的掌握，成为手术

质量的重要因素。



又，CT 摄影与手术用导板 的整合 ，也开始被使用于植牙手术 ，以提升

其治疗质量。CT 摄影提供 了实体 1: 1 且不变形 的患者 口腔组织影像 ，搭

配 3D 影像软件 能让 医生更精准地规划手术 ，然后将此治疗计划传送至手术

用导板 制造系统，如此产生的手术用导板 可非常精准地导引手术钻 头，让

医生将植体置于最佳 的位置。该手术用导板通常 由树脂材料制成跨坐于邻

近牙 的牙套 ，于植牙 区孔位原处安装金属导引外环 ，手术 中插入不 同孔径

的套简来导引不 同尺寸的钻 头，渐次扩大到植体锁入颚骨的孔径大小 ，不

仅提供 医生钻孔时所须的稳定度 ，也落实 了术前规划的最佳植牙方位 。

然，虽然上述 CT 摄影与手术用导板 的整合提供 了口腔 内组织治疗 的方

式，却未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其 中一个主要原 因是 ，使用 3D 影像 软件规

划手术并不是 医生所熟悉 的方 式。事实上 ，医生大部份 的时间都花在使用

器械 于患者 口腔 内或齿模等实体环境 ，对于术前规划使用 一般计算机输入

装置(鼠标 、键盘等)规划牙齿治疗方 式，例如，术前规划植入植体 的方 向、

角度 与深度 ，以及选定治疗工具，治疗过程 中再使用 鼠标操纵复杂的 3D 虛

拟软件 ，使 系统依据规划数据进行导引与警 示，医生常常感到相 当无助而

裹足不前。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 一种 口腔 内手术 中辅助导引的方法 ,

利用计算机 断层扫描 (CT) 摄 影及光学定位装置，于手术 时决定相关的方 向、

角度 与深度 ，也提供 治疗工具 的选用讯 息，且实时提供 治疗工具周边 口腔

内组织的 CT 影像 ，达到手术 中辅助导引的功 能。

本发 明的另一 目的在于提供 一种 口腔 内手术 中辅助导引的方法，利用

计算机 断层扫描 (CT) 摄 影及光学定位装置 ，使 医生在 口腔 内手术 治疗过程

中，实时检视影像数据及进行 口腔 内组织治疗手术 的导引，专注使用 治疗

工具于患者 口腔 内或牙齿模型等实体环境 。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 口腔 内手术 中辅助导引的方法，应用计算机 断层扫描 (CT) 摄 影及

光学定位 系统追踪 医疗器具的方法，该方法至少包括 以下步骤：步骤 A :

提供具光学定位 的治疗工具及 一光学定位装置于接受治疗 的 口腔 内组织所

在处；步骤 B : 再藉 由计算机 断层扫描摄影取得接受治疗 口腔 内组织的影

像数据 ，取得治疗工具与该光学定位装置 间的定位关系，且透过算法让影

像数据与实体 空间产生对应 ，然后在影像数据 中精准地 显示治疗工具 的动

作；及步骤 C: 透过治疗工具在 口腔 内接受治疗之所在处的移动，实时检

视影像数据 ，辅助导引进行 口腔 内组织的手术。

其 中，前述接 受治疗 的 口腔 内组织所在处为病人 的 口腔 ，包含 口腔 内

软硬组织；或前述接受治疗 的 口腔 内组织所在处为病人 的牙齿模型。

其 中，步骤 C 可透过一控制装置切换检视影像数据 的方 式，切换检视

影像数据不随治疗工具 的移动而变动，或检视影像数据跟随治疗工具 的移

动而变动。

其 中，步骤 C 透过实时检视影像数据 ，在进行 口腔 内组织的治疗手术

中直接进行检视。或步骤 B 后进一步包括步骤 B 1, 使用手术规划软件结合

所述影像数据规划一手术规划数据文件 ，使步骤 C 的临床治疗过 中系统依

据手术规划数据文件进行导引与警 示。其 中，步骤 B 1 所制成 的手术规划资

料文件 由医生临床规划，做为 口腔 内组织手术 的辅助导引依据。或步骤 B 1

所制成的手术规划资料文件 由训练者(老师)及/或被训练者 (学生)规划，做为

口腔 内组织手术 的实作辅助导引依据。

又，步骤 B 1 后进一步包括步骤 B2, 转移该手术规划资料文件制作手

术用导板 。

本发 明的优 点在于 ，应用 已知 的计算机 断层扫描 (CT) 摄 影及光学定位

系统追踪 医疗器具 ，利用计算机 断层扫描 (CT) 摄 影及光学定位装置 ，于 口



腔 内手术时辅助决定相关的方向、角度与深度，也可提供治疗工具的选用

讯息，且实时提供治疗工具所在位置附近的 CT 影像，达到临床手术中辅助

导引的功能；且医生在 口腔手术治疗过程中，不影响医生现有使用 习惯并

提供精确方便的辅助信息，使医生专注使用治疗工具于患者 口腔 内或牙齿

模型等实体环境。本方法在应用上医生可以不需要手术规划，透过本发明

的辅助导引方法大大缩短 口腔 内组织手术治疗时程；本方法同时也可应用

于需要进行手术规划及训练或制作手术用导板，大大增加手术规划及训练

评估的效率。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明的实施流程示意图。

图 2 为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流程示意图之一。

图 3 为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流程示意图之二。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明揭示一种 口腔 内手术中辅助导引的方法，一种应用计算机断层

扫描 (CT) 摄影及光学定位系统追踪医疗器具的方法。

其中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摄影为 已知技术，且非本发明重点，在此不

多加赘述。而美国专利第 6,675,040 号"光学 目标寻迹系统 (Optical Object

Tracking System)", 其揭示一种光学侦测系统，用 以记录连接有光学上可侦

测的对象的仪器在空间中的位置，藉由数个摄影机系与数据处理器、影像

扫描数据、以及计算机与相关的图形显示器相结合，而能够在手术、诊断、

治疗设定中，搜寻仪器、标的、病人、以及装置的位置；及后续的专利技

术揭露相关的改良技术，所以透过光学定位系统追踪医疗器具的技术为 已

知技术，且非本发明的重点，在此不多加赘述。

请参阅图 1, 为本发明的实施流程示意图。本案 口腔内手术中辅助导引



的方法至少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 A : 提供具光学定位 的治疗工具及光学定位装置于接受治疗 的 口

腔 内组织所在处。其 中，前接受治疗 口腔 内组织 的所在处为病人 的 口腔 内

软硬组织，或为病人牙齿 的牙齿模型。就 目前现行 口腔 内组织的治疗方式，

大都依赖 医生的临床经验与手术技巧 ，对于有些治疗病例 ，医生评估可 以

直接做 治疗 的，就可将具光学定位 的治疗工具及光学定位装置用于接受治

疗病人 的 口腔；而医生可透过先制作病人 的牙齿模型或临床手术评估 ，在

制作完成 的牙齿模型上设置具光学定位 的治疗工具及光学定位装置 ，做后

续的手术前规划或手术前模拟、比对。

步骤 B : 再藉 由计算机 断层扫描摄影取得接受治疗 口腔 内组织的影像

数据 ，取得治疗工具与该光学定位装置 间的定位 关系，且透过算法让影像

数据与实体 空间产生对应，然后将治疗工具动作精准地 与影像数据结合 。

以植牙为例 ，透过影像 软件加载接受治疗 的计算机 断层扫描摄影可显

示病人植牙 区颚骨解剖影像 ，说 明医生决定最佳植牙方位 ，提供 医生更加

完整 的 口腔 3D 虛拟环境 。

步骤 C: 透过治疗工具在接受治疗牙齿所在处的移动，依 治疗工具与

该光学定位装置 间的定位关系，及影像数据与实体 空间产生对应 ，医生只

需移动治疗工具 ，就可实时检视影像数据及进行 口腔 内组织手术 的辅助导

引。

依前述方法步骤 ，医生在 口腔 内组织的治疗过程 中，可专注使用 治疗

工具于患者 口腔 内或牙齿模型等实体环境 。本方法实施上不影响 医生现有

使用 习惯并提供精确方便 的辅助信 息，在实施应用上可 以不需要手术规划，

可 以缩短 口腔 内组织治疗 的时程。

实施上 ，在步骤 C 可透过一控制装置切换检视影像数据 的方式，切换

检视影像数据不随治疗工具 的移动而变动，或检视影像数据跟随治疗工具



的的 移移 动动 而而 变变 动动 。。 例例 如如 ，， 透透 过过 脚脚 踏踏 开开 关关 或或 手手 动动 开开 关关 控控 制制 检检 视视 影影 像像 数数 据据 的的 切切 换换,,

使使 影影 像像 数数 据据 不不 随随 治治 疗疗 工工 具具 的的 移移 动动 而而 变变 动动 ，， 方方 便便 医医 生生 可可 以以 针针 对对 部部 分分 CCTT 影影 像像 做做

更更 仔仔 细细 的的 判判 读读 与与 评评 估估 。。

请请 再再 参参 阅阅 图图 22,, 步步 骤骤 BB 后后 进进 一一 步步 可可 包包 括括 一一 步步 骤骤 BB11 :: 医医 生生 可可 使使 用用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软软 件件 规规 划划 一一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数数 据据 文文 件件 ，， 透透 过过 手手 术术 前前 的的 规规 划划 ，， 使使 步步 骤骤 CC 的的 治治 疗疗 过过

程程 中中 系系 统统 依依 据据 规规 划划 数数 据据 进进 行行 治治 疗疗 过过 程程 中中 的的 辅辅 助助 导导 引引 与与 警警 示示 。。

其其 中中 ，， 步步 骤骤 BB11 所所 制制 成成 的的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数数 据据 文文 件件 由由 医医 生生 规规 划划 ，， 直直 接接 做做 为为 口口 腔腔

内内 组组 织织 治治 疗疗 手手 术术 的的 辅辅 助助 导导 引引 依依 据据 。。 或或 步步 骤骤 BB11 所所 制制 成成 的的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资资 料料 文文 件件 由由

训训 练练 者者 (( 老老 师师)) 及及 // 或或 被被 训训 练练 者者 (( 学学 生生)) 规规 划划 ，， 被被 训训 练练 者者 (( 学学 生生)) 可可 以以 用用 自自 己己 所所 规规 划划

的的 去去 做做 实实 作作 导导 引引 练练 习习 ，， 训训 练练 者者 (( 老老 师师)) 也也 可可 以以 指指 正正 ，， 或或 由由 训训 练练 者者 (( 老老 师师)) 提提 供供 标标

准准 的的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数数 据据 文文 件件 ，， 做做 为为 口口 腔腔 内内 组组 织织 治治 疗疗 手手 术术 的的 实实 作作 辅辅 助助 导导 引引 依依 据据 ，，

可可 应应 用用 于于 口口 腔腔 内内 组组 织织 手手 术术 的的 教教 育育 训训 练练 。。

请请 再再 参参 阅阅 图图 33 ,, 前前 述述 步步 骤骤 BB11 后后 进进 一一 步步 可可 包包 括括 一一 步步 骤骤 BB22:: 该该 步步 骤骤 BB22 转转

移移 该该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档档 制制 作作 手手 术术 用用 导导 板板 。。 现现 有有 的的 手手 术术 用用 导导 板板 制制 造造 技技 术术 可可 分分 成成 两两 类类::

快快 速速 成成 型型 与与 数数 值值 钻钻 床床 ，， 其其 中中 快快 速速 成成 型型 技技 术术 被被 揭揭 露露 于于 美美 国国 专专 利利 UUSS55776688113344;;

数数 值值 钻钻 床床 技技 术术 揭揭 露露 于于 美美 国国 专专 利利 UUSS55996677777777 、、 UUSS66229966448833 UUSS66881144557755 等等 ，， 手手

术术 用用 导导 板板 制制 造造 技技 术术 为为 已已 知知 技技 术术 ，， 且且 非非 本本 发发 明明 重重 点点 ，， 在在 此此 不不 多多 加加 赘赘 述述 。。

本本 发发 明明 利利 用用 应应 用用 计计 算算 机机 断断 层层 扫扫 描描 ((CCTT)) 摄摄 影影 及及 光光 学学 定定 位位 系系 统统 追追 踪踪 医医 疗疗 器器

具具 的的 新新 治治 疗疗 方方 法法 ，， 利利 用用 计计 算算 机机 断断 层层 扫扫 描描 ((CCTT)) 摄摄 影影 及及 光光 学学 定定 位位 装装 置置 ，， 于于 口口 腔腔

内内 组组 织织 手手 术术 时时 决决 定定 相相 关关 的的 方方 向向 、、 角角 度度 与与 深深 度度 ，， 也也 可可 提提 供供 治治 疗疗 工工 具具 的的 选选 用用 讯讯

息息 ，， 且且 实实 时时 提提 供供 治治 疗疗 工工 具具 周周 边边 口口 腔腔 内内 组组 织织 的的 CCTT 影影 像像 ，， 达达 到到 手手 术术 中中 辅辅 助助 导导 引引

的的 功功 能能 ，， 且且 医医 生生 在在 口口 腔腔 治治 疗疗 过过 程程 中中 ，， 可可 专专 注注 使使 用用 治治 疗疗 工工 具具 于于 患患 者者 口口 腔腔 内内 或或

牙牙 齿齿 模模 型型 等等 实实 体体 环环 境境 ，， 应应 用用 上上 可可 以以 不不 需需 要要 手手 术术 规规 划划 ，， 大大 大大 缩缩 短短 治治 疗疗 时时 程程 ，，

以以 上上 所所 述述 ，， 仅仅 为为 本本 发发 明明 的的 较较 佳佳 实实 施施 例例 而而 已已 ，， 当当 不不 能能 以以 此此 限限 定定 本本 发发 明明 实实



施 的范 围 ， 即大凡 依 本 发 明保 护 范 围及 发 明说 明 内容 所 作 的简单 的等效 变

化 与修 饰 ， 皆仍 属 本 发 明涵 盖 的范 围 内。



权利 要 求书

1.一种 口腔 内手术 中辅助导引的方法，应用计算机 断层扫描 CT 摄影及

光学定位系统追踪 医疗器具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至少包括：

A 、提供具光学定位 的治疗工具及一光学定位装置于接受治疗 的 口腔 内

组织所在处；

B、再藉 由计算机 断层扫描摄影取得接受治疗 口腔 内组织的影像数据 ，

取得治疗工具与该光学定位装置 间的定位关系，且透过算法让影像数据与

实体 空间产生对应，然后将治疗工具动作精准地 与影像数据结合；及

C、透过治疗工具在接受治疗牙齿所在处的移动实时检视影像数据 ，辅

助导引进行 口腔 内组织的手术。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前述接受治疗 的 口腔

内组织所在处为病人 的 口腔 。

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前述接受治疗 的 口腔

内组织所在处为病人 的牙齿模型。

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步骤 C 能够透过一

控制装置切换检视影像 数据 的方 式，切换检视影像数据不随治疗工具 的移

动而变动，或检视影像数据跟随治疗工具的移动而变动。

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步骤 C 透过实时检

视影像数据 ，在进行 口腔 内组织的手术 中直接进行检视。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步骤 B 后续进一步

包括步骤 B 1, 使用手术规划软件结合所述影像数据规划一手术规划数据文

件 。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步骤 B 1 所制成的手

术规划资料文件 由医生临床规划，做为步骤 C 口腔 内组织手术 的导引依据。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步骤 B 1 所制成的手



术规划资料文件 由训练者及/或被训练者规划，做为步骤 c 口腔 内组织手术

的实作辅助导引依据。

9.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 中，步骤 B 1 后进一步包

括步骤 B2: 转移该手术规划资料文件制作手术用导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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