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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疗器械，包括手柄组件及探针和放大

器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在其内限定有腔室的

手柄本体。所述探针和放大器组件包括探针和微

波放大器单元。所述探针从所述手柄组件的远端

向远侧延伸。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布置在所述腔

室内。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和所述探针彼此机械

联接以形成整体式本体。所述探针和放大器组件

能够从所述手柄组件中选择性地拆卸。本发明尤

其公开了包括定位于器械手柄的微波放大器单

元的手持式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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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系统，包括：

微波信号发生器，其配置为生成第一高频输入信号；以及

医疗器械，包括：

手柄组件，其包括布置在其上的第一多个电连接器部；

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其能够从所述手柄组件中选择性地拆卸，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

包括：

微波放大器单元，其布置在所述手柄组件内，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适于放大所述第一

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以及

第二多个电连接器部，其联接至微波放大器单元，所述第二多个电连接器部与所述手

柄组件的所述第一多个电连接器部能够选择性地接合；以及

探针，其从所述手柄组件的远侧部向远侧延伸并且可操作地联接至所述微波信号放大

模块的输出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包括具有高频开关元件的固

态放大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高频开关元件是氮化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

效应晶体管(GaN  MOSFE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进一步包括配置为生成第

二高频信号的信号发生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开关，所述开关配置为选择在所

述微波放大器单元的输入端接收所述第一高频信号或所述第二高频信号中的一个。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进一步包括联接至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并且适于控

制与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关联的至少一个操作参数的控制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至少一个操作参数从由温度、阻抗、功率、电

流、电压、运行模式和应用电磁能量的持续时间组成的组中选择。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系统，进一步包括用户接口，所述用户接口包括与所述手柄组

件关联并且通信联接至所述控制器的触摸屏。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用户接口配置为将指示用户输入的输入信号

传输到所述控制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包括所述第二多个电连接

器部的第一电连接器，所述第一电连接器配置为将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电联接至所述探

针。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系统，其中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包括所述第二多个电连

接器部的第二电连接器，所述第二电连接器配置为接收由所述微波信号发生器生成的所述

第一高频信号，其中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适于在所述第二电连接器和所述微波放大单元

之间提供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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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定位于器械手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手持式医疗器械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2年9月20日，申请号为201210353225.6，发明名称为“包括

定位于器械手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手持式医疗器械”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公开涉及适用于组织切除应用的手持式医疗器械。更具体地，本公开涉及具有

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医疗器械、包括该医疗器械的电外科系统、使用该

医疗器械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及制造该医疗器械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电外科器械已经被外科医生广泛使用。电外科包括外科手术过程中应用热能和/

或电能以切割、解剖、切除、凝结、烧灼、闭合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生物组织。通常使用手持件

执行电外科手术，所述手持件包括适于在电外科手术过程中将能量传输到组织部位的手术

器械(例如，末端执行器或切除探针)、可操作输出能量的远程电外科发生器以及可操作地

将手术器械连接至远程发生器的电缆组件。

[0004] 在各种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中，需要凝结、闭合或吻合组织。许多现有的器械可

用于在短期时间内提供高脉冲能量，以凝结、烧灼、切割和/或闭合组织。通过利用电外科

钳，外科医生能够通过控制经由末端执行器施加到组织的电外科能量的强度、频率和持续

时间，烧灼、凝结、脱水和/或切割组织和/或仅减少或减缓流血。能量由远程发生器生成，并

经由通过电缆组件电连接至所述发生器的电极施加到组织。

[0005] 某些疾病的治疗需要破坏恶性组织如肿瘤的生长。在治疗疾病如癌症的过程中，

已经发现在略低于通常对健康细胞有害的温度的高温下某些类型肿瘤细胞会变性。已知治

疗方法如高热疗法将病细胞加热到高于41℃的温度，同时保持相邻的健康细胞低于发生不

可逆的细胞破坏的温度。这些方法可以包括应用电磁辐射以加热、切除和/或凝结组织。有

许多不同类型的电外科装置可用于执行切除手术步骤。

[0006] 通常，切除手术步骤中使用的微波装置包括作为能量源的微波发生器和具有用于

将能量引导至目标组织的天线组件的微波手术器械(例如，微波切除探针)。所述手术器械

和微波发生器通常由电缆组件可操作地联接，所述电缆组件具有用于将能量从远程发生器

传输到手术器械和用于在所述器械和所述远程发生器之间输送控制、反馈和识别信号的多

根导线。目前有多种类型微波探针可用于组织切除应用，例如单极、偶极和螺旋微波探针。

[0007] 利用电磁辐射的各种类型手持式器械已经在各种类型应用中用于各种电外科手

术。电缆组件通常用于将手持式器械机械连接至远程能量源，并用作射频(RF)或微波信号

的传导介质和波导。用于评估微波电缆组件的电性能的参数包括电缆衰减(也称为插入损

耗，即由于将电缆插入源和负载之间而导致的功率损耗)、电压驻波比(VSWR)特性和电缆的

外导线的屏蔽。电缆组件导致的微波能量的杂散漏损可能会干扰部署的无线网络、患者监

控和医院环境中使用的其他医疗器械。电缆组件增加了生产和维护微波手术器械的成本。

此外，在使用手持式器械来执行利用电磁辐射处理组织的手术过程期间，电缆组件还会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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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外科医生的全面自由活动。

发明内容

[0008] 根据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医疗器械。所述医疗器械包括手柄组件。探针从所述手

柄组件的远端向远侧延伸。微波放大器单元布置在所述手柄组件内。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

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要传输到所述探针的高频输出信号。

[0009] 所述医疗器械可以包括微波信号放大模块。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可以包括电联接

至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的一个或多个输出端的一个或多个输出端。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

可以布置在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内。此外或可选地，所述医疗器械可以包括电联接至所

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和/或电联接至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的控制器。所述控制器可以适于

控制与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例如，温度、阻抗、功率、电流、

电压、运行模式和/或应用电磁能量的持续时间)。

[0010] 根据另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包括手柄组件的医疗器械，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其内

限定有腔室的手柄本体。所述医疗器械包括布置在所述腔室内的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

模块。所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和控制器。所述微波放大器单

元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所述控制器适于控制与所述微波信号放

大器/控制器模块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例如，温度、阻抗、功率、电流、电压、运行模

式和/或应用电磁能量的持续时间)。所述医疗器械包括从所述手柄组件的远端向远侧延伸

的探针。所述探针可操作地联接至所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的输出端。

[0011] 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可以包括电联接至所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的一个

或多个输出端的一个或多个输出端。所述控制器可以适于控制与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关联

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例如，温度、阻抗、功率、电流、电压、运行模式和/或应用电磁能量

的持续时间)。

[0012] 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所述医疗器械都可以包括与所述手柄组件(和/或手柄

本体)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以提供一个或多个导电路径。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

所述手柄组件(和/或手柄本体)可以适于允许从所述手柄组件中拆卸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

块或所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或所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

制器模块可以包括设置有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的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

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适于电连接至与所述手柄组件(和/或手柄本体)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

导线。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可以配置为可拆卸地联接至与所述手柄组件(和/或手柄本

体)关联的电导线。

[0013] 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或所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

器模块可以附加地包括信号发生器，所述信号发生器适于生成要传输到所述微波放大器单

元的输入端的高频信号(例如，微波信号)。所述信号发生器的一个或多个输出端可以电联

接至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一个或多个输入端。

[0014] 根据另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医疗器械。所述医疗器械包括探针和手柄组件。所述

手柄组件包括其内限定有第一腔室并配置为在其远端支撑所述探针的手柄本体。包括微波

放大器单元的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布置在所述第一腔室内。所述探针可操作地联接至所述微

波信号放大模块的输出端。所述手柄组件进一步包括其内限定有第二腔室的握持构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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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握持构件联接至所述手柄本体。电源/控制器模块布置在所述第二腔室内。所述电源/控

制器模块包括适于控制与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的控制器。所

述握持构件适于允许从所述手柄组件中拆卸所述电源/控制器模块。

[0015] 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所述医疗器械可以适于允许用户选择在所述微波放大

器单元的输入端接收的高频信号的信号源。所述医疗器械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包括适于允

许用户在所述信号发生器和高频信号的外部源之间选择性地切换的开关。

[0016] 根据又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医疗器械。所述医疗器械包括手柄组件及探针和放

大器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其内限定有腔室的手柄本体。所述探针和放大器组件包括从

所述手柄组件的远端向远侧延伸的探针。所述探针和放大器组件进一步包括布置在所述腔

室内的微波放大器单元。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联接至所述探针的近端，并适于放大高频输

入信号以生成要传输到所述探针的高频输出信号。所述手柄本体适于可分离地接合所述探

针和放大器组件，以允许从所述手柄组件中拆卸所述探针和放大器组件。

[0017] 所述探针可以可分离地机械联接至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以允许所述探针与所述

放大器分离，例如有助于所述探针的清洁和/或灭菌和/或允许替换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

[0018] 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所述医疗器械可以包括用户接口，例如配置为提供用

户输入功能和/或简化使用的功能和/或所述医疗器械的程序设计。所述用户接口可以适于

允许用户例如根据特定目的和/或为了实现所需的手术效果，而选择性地配置所述医疗器

械或所述医疗器械部件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所述用户接口可以包括如平板显示器的屏

幕，例如，LCD(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板(PDP)、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或电光显示器

(ELD)。所述屏幕可以定位于所述手柄组件处。所述屏幕可以通信联接至所述控制器。所述

医疗器械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包括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装置，例如定点装置(操纵杆、轨迹

球等)和/或触摸屏。所述用户输入装置可以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定位于所述手柄组

件处。所述用户输入装置可以通信联接至所述控制器。所述用户接口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

包括适于提供可察觉的感官报警的指示器单元。所述指示器单元可以通信联接至所述控制

器。

[0019] 根据又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系统。所述系统包括微波信号发生器和医疗器械。所

述医疗器械包括手柄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其内限定有腔室的手柄本体。所述医疗器械

进一步包括探针和放大器组件。所述探针和放大器组件包括从所述手柄组件的远端向远侧

延伸的探针和布置在所述腔室内的微波放大器单元。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和所述探针彼此

机械联接以形成整体式本体。

[0020] 根据又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系统。所述系统包括微波信号发生器和医疗器械。所

述医疗器械包括手柄组件。所述医疗器械进一步包括布置在所述手柄组件内的微波信号放

大模块和从所述手柄组件的远端向远侧延伸的探针。所述探针可操作地联接至所述微波信

号放大模块。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

[0021] 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所述医疗器械可以包括自备功率源。所述自备功率源

可以布置在限定于所述医疗器械的所述手柄组件的握持构件中的握持构件腔室内。所述自

备功率源可以布置在限定于所述医疗器械的所述手柄组件的手柄本体中的手柄本体腔室

内。所述医疗器械的所述手柄组件的所述握持构件和/或所述手柄本体可以适于允许从所

述手柄组件中拆卸所述自备功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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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根据又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初始步骤：

提供手持式器械，所述手持式器械包括能量施加器和配置为在其远端支撑所述能量施加器

的手柄组件。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通过所述能量施加器，将能量从布置在所述手柄组

件内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输出端传输到组织。

[0023] 根据再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初始步骤：

提供手持式器械，所述手持式器械包括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和探针，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

定位于所述器械的手柄组件处，而所述探针包括可操作地联接至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的

天线组件。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适于放大高

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通过所述天线组件，将能量

从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的输出端传输到组织。

[0024] 根据再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制造医疗器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初始步骤：提供

手柄组件并提供微波信号放大模块(或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所述手柄组件包括

其内限定有腔室的手柄本体。所述手柄本体配置为在其远端支撑能量施加器。所述微波信

号放大模块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

频输出信号。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

包括适于可拆卸地联接至与所述手柄本体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

器。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将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放置到所述腔室或所述腔室的一

部分内，以使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电接合与所述手柄本体关联

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

[0025] 根据再一个方案，提供了一种制造医疗器械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初始步骤：提供

手柄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其内限定有腔室的手柄本体、从所述手柄本体的远端向远侧

延伸的能量施加器及与所述手柄本体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所述一根或多根电导线用

于提供一个或多个导电路径。所述一根或多根电导线中的一根电导线提供从所述腔室或所

述腔室的一部分到所述能量施加器的导电路径。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骤：提供微波信号

放大模块(或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所述模块包括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

高频输出信号的微波放大器单元。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可以附加地包括适于生成要传输

到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的输入端的高频输入信号的信号发生器。所述方法还包括以下步

骤：将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放置到所述腔室或所述腔室的一部分内，以使所述微波信号

放大模块的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电接合与所述手柄本体关联的一根

或多根电导线。

[0026] 在上述方案的任一方案中，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可以包括具有一个或多个高频开

关元件的固态放大器。所述一个或多个高频开关元件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氮化镓金属氧化

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GaN  MOSFET)。

附图说明

[0027] 参照附图描述本公开的手持式医疗器械的各种实施例后，本公开的具有定位于器

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手持式医疗器械、包括其的电外科系统、使用其将能量引导

至组织的方法及制造其的方法的目的和特征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将显而易见，其中：

[0028] 图1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包括医疗器械的电外科系统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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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2为示出了常规微波生成和输送系统的各种功能部件的框图；

[0030] 图3为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在器械手柄中包括微波信号放大模块的医疗器

械的示意图；

[0031] 图4为根据本公开的在器械手柄中包括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的医疗器械

的示意图；

[0032] 图5为根据本公开的在器械手柄中包括探针和放大器组件的医疗器械的再一个实

施例的示意图；

[0033] 图6为根据本公开的在器械手柄中具有电外科发生器的医疗器械的示意图；

[0034] 图7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的流程图；

[0035] 图8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实施例的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的流程图；

[0036] 图9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制造医疗器械的方法的流程图；

[0037] 图10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另一个实施例的制造医疗器械的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在下文中，将参照附图描述本公开的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

手持式医疗器械、包括该手持式医疗器械的电外科系统、使用该手持式医疗器械将能量引

导至组织的方法及制造该手持式医疗器械的方法的实施例。在附图的描述中，相同附图标

记可以表示相似或相同的元件。当涉及对象的相对位置时，如图所示、如本说明书所述和按

照惯例，术语“近侧”是指较靠近用户的器械或器械部件的部分，而术语“远侧”是指较远离

用户的器械或器械部件的部分。在下面描述中，不会详细说明已知的功能或结构，以免不必

要的细节影响本公开的清晰性。

[0039] 本说明书可以使用词组“在一个实施例中”、“在实施例中”、“在一些实施例中”或

“在其他实施例中”，其中每个词组都可以指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或多个相同或不同的实施

例。在本说明书中，“A/B”形式的词组是指A或B。在本说明书中，“A和/或B”形式的词组是指

“(A)、(B)或(A和B)”。在本说明书中，“A、B或C中的至少一个”是指“(A)、(B)、(C)、(A和B)、(A

和C)、(B和C)或(A、B和C)”。

[0040] 根据能量的增加或波长的减小，电磁能量通常被分类为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

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和伽玛射线。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微波”通常是指位于300兆赫

(MHz)(3x108周期/秒)至300千兆赫(GHz)(3x1011周期/秒)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在本说明

书中使用时，“切除手术步骤”通常是指任何切除手术步骤，如微波切除、射频(RF)切除或微

波切除辅助切除术。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能量施加器”通常是指能够用于将能量从功率

生成源如微波或RF电外科发生器传输到组织的任何装置。

[0041] 在此处使用时，术语“功率源”和“电源”是指适用于运行电子电路的形式的任何电

源(如电池)。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传输线”通常是指能够用于将信号从一个点传播到另

一个点的任何传输介质。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开关”通常是指任何电致动器、机械致动

器、机电致动器(可旋转致动器、可枢转致动器、拨动致动器、按钮等)、光学致动器或者通常

满足连接和断开连接电子装置或电子装置部件、仪表、设备、传输线或连接器和附属物或软

件目的的任何适合装置。

[0042] 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放大器”通常是指产生作为对应的电输入参数的函数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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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并通过从外部源引入的能量增加输入的量级(例如，引入增益)的装置，或者在某些情

况下放大器可以具有零增益或单一增益。通常，增益(放大)表示为正分贝值，损耗(衰减)表

示为负分贝值，而单一增益(无增益)表示为零分贝。在功率放大器中，增益通常被定义为放

大器的功率输出与功率输入的比率。

[0043] 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电子装置”通常是指利用电子或离子在真空、气体或半导

体中运动的特性的装置或对象。在此处使用时，“电子电路”通常是指电子或离子运动的路

径，以及装置或对象为电子或离子运动设置的方向。在此处使用时，“电路”通常是指许多电

气装置和导线的组合，当所述电气装置和导线连接在一起时，形成导电路径以实现所述功

能，如放大。电路的除了互连部分之外的任何组成部分可以称为“电路元件”。

[0044] 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时，“用户接口”通常是指任何可见的、图形的、触觉的、听觉的、

感觉的或其他的机构，所述机构用于向用户或其他实体提供信息和/或接收来自用户或其

他实体的信息。在此处使用时，术语“用户接口”可以指用于实现用户与装置之间通信的在

使用者(或操作员)与一个或多个装置之间的接口。在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中，可以使用的

用户接口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可以接收一些形式的人为激励并生成响应信号的开关、电位

计、按钮、刻度盘、滑块、鼠标、键盘、键区、操纵杆、轨迹球、显示屏幕、各种类型图形用户接

口(GUI)、触摸屏、麦克风和其他类型传感器或装置。在此处使用时，“计算机”通常是指按照

有目的的方式转换信息的任何装置。在本说明书中，术语“代码”应该解释为适用于软件、固

件或软件与固件的组合。

[0045] 本公开的各种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手持式医疗器械，所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具有微波

信号放大模块和探针，所述微波信号放大模块定位于所述器械的手柄组件处并可操作地联

接至适合的能量施加器，而所述探针用于利用微波频率的电磁能量以实现针对手术部位目

标组织的治疗效果。可以使用微波频率或其他频率的电磁辐射实现实施例。

[0046] 本公开的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信号放大模块的医疗器械的各种实施例

能够将能量引导至组织，并可以适用于各种手术步骤，例如微波切割、闭合和凝结。本公开

的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的微波信号放大模块的医疗器械和包括该医疗器械的电外科系统

的各种实施例适用于微波切除和预凝结要进行微波切除辅助外科切除术的组织。此外，虽

然下文将描述具有适于经皮能量传输的能量施加器的医疗器械的使用，但是此处公开的器

械可以与任何适合类型的电外科能量传输装置结合使用或合并使用，例如切开装置、导管

类型装置、内窥镜装置和直接接触式表面传输装置。

[0047] 本公开的手持式医疗器械的各种实施例完全免除了远程电外科电源和控制器。在

一些实施例中，所述手持式医疗器械没有电源线或控制线，例如所述器械自备电源并且所

有控制电路和电源都容置在所述器械的手柄组件中。实施例提供了用于定位控制电路和微

波电路的各种配置，例如其中一些配置允许从所述手持式器械中完全拆卸电路，并允许所

述电路与其他电路进行模块化交换，以满足外科团队执行医院、手术中心和/或门诊手术步

骤的需要。

[0048] 本公开的手持式医疗器械的各种实施例包括手柄组件，所述手柄组件包括其内限

定有第一腔室(此处也称为“手柄本体腔室”)的手柄本体和其内限定有第二腔室(此处也称

为“握持构件腔室”)的握持构件。虽然下文将描述包括配置为在其远端支撑能量施加器或

探针的手柄本体和联接至所述手柄本体并适于用户抓握的握持构件的手柄组件的使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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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公开的教导也可应用于包括配置为在远端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针并适于用户抓握的

手柄本体的手柄组件。

[0049]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图3和图6所示，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380和680分别布

置在限定于手持式医疗器械100、300和600的手柄组件170、370和670的手柄本体173、373和

673中的手柄本体腔室176、376和676内。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电源/控制器模块344

布置在限定于手持式医疗器械300的手柄组件370的握持构件375中的握持构件腔室378内。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布置在手持式医疗器械400

的手柄组件470的握持构件腔室478内。

[0050] 本公开的手持式医疗器械的各种实施例适于允许外科医生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特

定应用的能量施加器、探针或末端执行器组件。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手持式医疗器

械500设置有微波放大器单元589，微波放大器单元589与探针110合并到一起作为整体式本

体(此处称为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其中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与医疗器械500的手柄组

件570可分离地联接。

[0051] 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515(例如，图5所示)设置为将布置在手柄本体腔室576

(例如，图5所示)内的微波放大器单元589(例如，图5所示)连接至远程信号发生器586(例

如，图5所示)。在其他实施例中，传输线15(例如，图1所示)设置为将探针110连接至远程电

外科功率生成源。

[0052] 图1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包括手持式医疗器械100的电外科系统10，手持式医疗器

械100包括位于医疗器械100的手柄组件170中的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手柄组件170可以

具有各种配置，其中一些配置允许从医疗器械100中完全拆卸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并允

许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与其他微波信号放大模块进行模块化交换。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

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微波放大器单元189通常包括一个或多个输入端(例如，输入端

191)和一个或多个输出端(例如，输出端193)。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微波信号放大

模块180包括信号发生器186，信号发生器186能够生成要传输到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入

端191的高频信号，例如微波信号。

[0053] 手柄组件170通常包括握持构件175和手柄本体173，手柄本体173配置为在其远端

17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通过适于将从微波放大器单元189中输出的高频信号传输到

探针110的任何适合配置的电导线例如传输线195，探针110可以电联接至微波信号放大模

块180的输出端190和/或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出端193。探针110可以包括适用于组织切

除应用的一个或多个任何适合类型的天线，如天线组件(或天线阵)。为了便于说明和理解，

探针110被描述为包括单一天线组件12。

[0054] 手柄组件170可以适于在通电/断电开关121、自备功率源118和/或微波信号放大

模块180或其部件例如微波放大器单元189之间提供各种配置的电连接。应该理解的是，图1

中所示的指示医疗器械100的各种部件之间的电连接(例如，电导线)的虚线仅是电连接的

说明性和非限制示例，并且本公开的医疗器械实施例可以采用许多不同配置的电连接，其

中一些配置的电连接数少于或多于图1所示的电连接。

[0055] 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

设置有适合与手柄组件1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在一些

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包括：第一连接器部181，其具有用于与手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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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70的电路建立电连接的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第二连接器部182，其具有用于与探针110

建立电连接的一个电连接器或端子；以及第三连接器部183，其具有一个电连接器(或端子)

作为输出端，该电连接器(或端子)例如用于与探针110和/或其关联电路(例如，开关161)建

立电连接。手柄组件170和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的形状和尺寸可以不同于图1所示的配置。

[0056] 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可以包括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要传输到探针110的

高频输出信号的一个或多个功率放大器和/或其他适合机构。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可以包括

处理和/或过滤信号的装置。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可以是固态的，并可以在广泛频率范围内

提供高输出功率和/或高效率。微波放大器单元189通常包括适合放大微波信号的有源元

件，并可以使用开关来实现高功率效率。简单地讲，开关放大器由连接至被动负载网络的周

期性从动开关(有源元件)组成，所述被动负载网络可以假定为线性和时间恒定的。微波放

大器单元189可以使用各种有源元件实现，并且其实现可以取决于由提供输入信号的装置

和/或输出信号发送至的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决定的因素。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可以包括

具有高频开关元件的一个或多个固态放大器，例如允许利用高效率放大器拓扑，如E类或其

变量、F类或反转的F类设计。适合的高频开关元件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氮化镓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GaN  MOSFET)。

[0057]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包括电联接至微波放大器单

元189的输入端191的信号发生器186。信号发生器186可以包括能够生成要传输到微波放大

器单元189的高频(例如微波)信号的任何适合类型装置。医疗器械100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

适于选择性地允许微波放大器单元189接收来自远程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远程信号发生器

例如独立信号发生器586(例如，图5所示)或者远程电外科功率生成源28或其部件例如信号

发生器206。

[0058] 医疗器械100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适于选择性地允许探针110接收来自远程电外

科功率生成源28的一个或多个电信号和/或电外科能量。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柄组件170可

以包括开关161，开关161适于允许用户通过在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或其部件(例如，图1所

示的输出端190)与远程电外科功率生成源28或其部件(例如图2所示的发生器连接器209)

之间选择性地切换，从而控制医疗器械100的操作。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手柄组件170包括自备功率源118、控制器126和通

电/断电触发器或开关121。通电/断电开关121可以电联接至控制器126。在一些实施例中，

控制器126通信联接至一个或多个探测器例如辐射探测器(未示出)，并配置为响应一个或

多个探测器生成的电信号而超控通电/断电开关121的操作。

[0060] 控制器126可以包括能够执行存储在与控制器126关联的存储器(例如，图6所示的

626)中的一系列指令的任何类型的计算装置、计算电路或任何类型的处理器或处理电路，

其中存储器可以是能够存储代码和数据例如与探针110关联的数据、与微波信号放大模块

180或其部件关联的数据和/或其他数据的任何装置或介质。根据需要，可以用硬件和/或软

件执行控制器126的功能。控制器126可以包括适于响应从通电/断电开关121接收到的一个

或多个电信号而控制自备功率源118的逻辑、电路和/或代码。控制器126可以适于运行操作

系统平台和应用程序。控制器126可以接收来自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装置的用户输入，所述

用户输入装置包括但不限于操纵杆、轨迹球、触摸屏和/或通信联接至控制器126的其他用

户输入装置，例如通电/断电开关121和/或强度控制器(未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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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控制器电联接至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并可以适于

控制与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或其部件例如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

数。与电外科功率生成源关联的操作参数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温度、阻抗、功率、电流、电

压、运行模式和应用电磁能量的持续时间。

[006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柄组件170可以包括适于允许用户在信号发生器186与远程信

号发生器(例如，图2所示的信号发生器206)之间选择性地切换的开关162。开关161可以通

信联接至控制器126，而控制器126可以适于允许用户选择性地允许微波放大器单元189接

收来自远程信号发生器(例如独立信号发生器586)(例如，图5所示)或者远程电外科功率生

成源28或其部件(例如信号发生器206)的信号。

[0063] 手柄组件170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材料或材料组合通过任何适合的工艺形成。在一

些实施例中，握持构件175可以与手柄本体173整体关联。手柄组件170或其部分(例如握持

构件175和/或手柄本体173)可以由两半外壳(未示出)形成。外壳的每一半可以包括一系列

机械接口连接部件(未示出)，其配置为配套接合对应的一系列的机械接口(未示出)以使两

半外壳相对于医疗器械100的内部部件和组件对齐。为了组装目的，可以构想借助于单独或

组合的对齐销、咬合接口、舌槽接口、锁片、粘合端口等，将两半外壳(以及此处所述的其他

部件)组装在一起。

[0064] 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柄本体173在其内限定有手柄本体腔室176，手柄本体腔室176

具有配置为在其中至少容纳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的内部空间，并且握持构件175在其内限

定有握持构件腔室178，握持构件腔室178具有配置为在其中至少容纳自备功率源118的内

部空间。手柄本体173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内壁(未示出)，内壁配置为将握持构件腔室178

分区为一个或多个隔间，例如可密封的电池保持隔间。在一些配置中，握持构件腔室178具

有充足的内部空间以在其中包含自备功率源118和控制器126，自备功率源118和控制器126

可以布置在握持构件175内由一个或多个内壁(未示出)限定的分离的隔间中。

[0065] 手柄本体腔室176和/或握持构件腔室178可以包括与手柄本体173和/或握持构件

175中限定的开口连通关联的开放端。在这种情况下，所述开口可以被可拆卸盖板覆盖，例

如以允许拆卸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自备功率源118和/或布置在手柄本体腔室176或其部

分和/或握持构件腔室178或其部分内的或与它们关联的医疗器械100的其他部件。

[0066] 探针110可以包括适用于组织切除应用的一个或多个任何适合类型的天线，如天

线组件(或天线阵)。为了便于说明和理解，探针110被描述为包括单一天线组件12。在一些

实施例中，探针110可以包括围绕天线组件12或其部分限定的冷却液腔室(未示出)。

[0067] 探针110通常包括天线组件12(例如，偶极、单极、螺旋或其他适合类型的天线组

件)，天线组件12具有通过馈线11(或轴)连接至手柄组件170的辐射天线部。天线组件12可

以是具有平直或环形辐射天线部等的微波天线组件，其可以插入要治疗的组织中或放置到

要治疗的组织附近。天线组件12和馈线11可以具有各种尺度例如直径和长度。馈线11可以

由液体例如盐水或水冷却，以提高功率容量。天线组件12可以设置有冷却液腔室(未示出)。

馈线11可以由任何适合的柔性、半刚性或刚性微波导电线缆形成，并可以直接连接至微波

信号放大模块180。馈线11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适于经由传输线15将天线组件12电连接至

远程电外科功率生成源28。

[0068] 自备功率源118可以是用于为医疗器械100提供电力的单电池、电池组、燃料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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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或高能量电容器的任何组合。例如，电容器可以与电池组结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电池通常是电流不能快速流出的缓慢放电装置，而电容器可以猝发放电，因此电容器能够

以比电池更快的速度提供能量。可以构想电池可以连接至电容器而为电容器充电。电池组

可以包括至少一个一次性电池。在这种情况下，所述一次性电池的电压可以处于大约9伏和

大约30伏之间，并可以是锂离子电池。锂电池可以允许更长的工作寿命，因此最小化电池更

换。手柄组件170可以适于允许从器械100中更容易地拆卸自备功率源118，例如以便于电池

更换。

[0069] 通电/断电开关121可以利用任何适合的开关配置。可以适合与医疗器械100结合

使用的开关配置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按钮开关、拨动开关、摇臂开关(例如，图5和图6所示

的521)、触觉开关、瞬动开关、转动开关、滑动开关和指轮开关。在一些实施例中，通电/断电

开关121包括定位在触发器护罩112内的触发器111。触发器111和触发器护罩112的形状和

尺寸可以不同于图1所示的配置。

[0070] 作为开关121的可选配置或除开关121以外，手柄组件170可以包括语音输入技术，

即可以包括合并到控制器126中的硬件和/或软件或连接至控制器126的单独数字模块。所

述语音输入技术可以包括语音识别、语音激活、语音校正和/或嵌入言语。用户能够通过语

音命令整体或部分控制所述器械的操作，从而例如解放用户的一只或两只手用于操作其他

器械。语音或其他声音输出也可用于为用户提供反馈。

[0071]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手持式医疗器械100包括联接至连接器19的传输线

15，连接器19进一步将探针110可操作地连接至远程电外科功率生成源28，例如微波或RF电

外科发生器。在一些实施例中，远程功率生成源28配置为提供操作频率从大约300MHz到大

约10GHz的微波能量。远程功率生成源28可以配置为在各种模式下操作，如切除、单极或双

极切割、凝结和其他模式。图2更详细地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远程电外科发生器的一个实施

例，如图1的电外科功率生成源28。然而，应该理解的是，也可以使用其他独立电外科发生器

实施例。在一些实施例中，传输线15的远侧部可以布置在手柄组件170内，例如布置在握持

构件175和/或手柄本体173内。传输线15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提供导管(未示出)，所述导管

配置为将来自冷却液源18的冷却液提供到医疗器械1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

[0072] 在未示出的可选实施例中，手柄组件170可以包括强度控制器，其适于允许用户调

整输送到探针110的电力参数(例如，电压、功率和/或电流强度)。强度设置可以是预设值，

基于电外科器械和/或附件的选择、所需的手术效果、外科专科和/或医生优先选择而从查

找表中选择。可以自动选择或用户手动选择。强度值可以预先确定或由用户进行调整。可以

适当地使用各种强度控制器设计和强度控制器在手柄组件170上的不同位置。在共同转让

的第7,156,844号美国专利“ELECTROSURGICAL  PENCIL  WITH  IMPROVED  CONTROLS”中公开

了强度控制器实施例的示例，该专利公开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此。

[0073] 在未示出的可选实施例中，手柄组件170可以包括辐射探测器。辐射探测器可以包

括能够探测电磁辐射并将其转换为另一种形式能量如电信号的任何适合装置，并且辐射探

测器可以电联接至控制器126。在2009年8月18日提交的序列号为12/542,785的共同转让的

美国专利申请“MICROWAVE  ABLATION  ANTENNA  RADIATION  DETECTOR”中公开了辐射探测器

实施例的示例，该申请公开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此。

[0074] 在未示出的实施例中，医疗器械100可以包括液体流动监控系统，其适于监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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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调节液体的压力和/或流速并能够生成指示异常液体循环条件的信号。所述液体流动监

控系统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布置为与探针110流体连通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感测流

入和/或流出探针110的液体流的压力和/或流速。在这种情况下，传感器可以电联接至控制

器126。在2009年9月29日提交的序列号为12/568 ,972的共同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FLOW 

RATE  MONITOR  FOR  FLUID  COOLED  MICROWAVE  ABLATION  PROBE”、2009年9月24日提交的序

列号为12/566,299的美国专利申请“OPTICAL  DETECTION  OF  INTERRUPTED  FLUID  FLOW  TO 

ABLATION  PROBE”和2009年9月29日提交的序列号为12/569 ,685的美国专利申请“FLOW 

RATE  MONITOR  FOR  FLUID  COOLED  MICROWAVE  ABLATION  PROBE”中公开了液体流动监控系

统实施例的示例，这些申请公开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此。

[0075] 在未示出的可选实施例中，手柄组件170可以包括适于监控从探针110反射的功率

信号的反射功率监控系统。例如，能量可以从切除的组织反射并被天线组件12接收。没有传

递到天线组件12的能量(例如，当天线和馈线没有匹配的阻抗时)可以朝向能量源折回。在

一些实施例中，反射功率监控系统电联接至控制器126，并且反射功率监控系统可以包括能

够探测从探针110折回的功率信号的任何适合装置。功率传感器可以包括用于监控正向功

率和反射功率的功率传感器，并可以测量被天线组件12利用的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和/

或电外科功率生成源28)的功率输出。在2008年9月30日提交的序列号为12/242,102的共同

转让的美国专利申请“MICROWAVE  ABLATION  GENERATOR  CONTROL  SYSTEM”中公开了功率测

量系统实施例的示例，该申请公开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合并于此。

[0076]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的操作参数和/或由与医疗器械100

可操作地关联的各种传感器例如辐射探测器(未示出)和液体流动监控系统(未示出)监控

的至少一些信息，可以提供到手术室中的视频屏幕或监控系统。医疗器械100可以设置有数

据端口(未示出)，并且数据可以经由有线(例如， USB、Serial  RS232、Serial 

R S 4 8 5 、U S A R T 、以 太 网 、H D M I 、微 型 H D M I 等 ) 和 / 或 无 线 ( 例 如 ，

无线USB、

802 .11IEEE和其他无线电、红外

线、UHF、VHF通信等)数据端口传输到手术室监控系统的接收器。这些特征可以便于医疗器

械100或其他手术室的用户、或医院人员或位于远处的人员进行监控。

[0077] 图2为示出了常规微波生成和输送系统20的各种功能部件的框图。常规系统20包

括微波发生器28、传输线215和微波能量输送装置210。微波发生器28包括功率生成电路

202，功率生成电路202生成并提供来自直流电源204的直流电和来自信号发生器206的微波

信号。来自直流电源204的直流电和来自信号发生器206的微波信号被提供到第一微波放大

器单元208，第一微波放大器单元208将微波信号放大到所需的功率电平。第一微波放大器

单元208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功率放大器，以将信号发生器206生成的微波信号放大到所需

的能级。

[0078] 从第一微波放大器单元208输出的微波信号被提供到传输线215的连接至发生器

连接器209的第一端。传输线215的第二端连接至微波能量输送装置210的输送装置连接器

212。微波信号经由装置传输线214传递到位于微波能量输送装置210远端的天线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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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图3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手持式医疗器械300，其包括定位于器械

300的手柄组件370处的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和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手柄组件370可以具

有各种配置，其中一些配置允许从器械300的手柄组件370中完全拆卸电源/控制器模块344

和/或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并允许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和/或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与其

他电源/控制器和/或微波信号放大模块进行模块化交换。

[0080] 将在本说明书的后面更详细地描述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其包括自备功率源318、

控制器326和通信联接至控制器326的存储器327。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包括微波放大器单

元389，并且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可以包括电联接至微波放大器单元389的信号发生器

386。微波放大器单元389和信号发生器386分别类似于图1所示的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和信

号发生器186，并且为了简明的目的将省略进一步描述。

[0081] 手柄组件370通常包括握持构件375和手柄本体373，握持构件375适于用户抓握，

手柄本体373配置为在其远端37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手柄组件370可以由任何适合

的材料或具有适合材料特性例如强度重量特性的材料组合形成。在一些实施例中，例如根

据特定应用要求，手柄组件370或其部分可以由能够经济地生产的金属和塑料或其他非金

属材料的组合形成或者完全塑料或其他非金属材料形成。

[0082] 手柄本体373在其内限定有手柄本体腔室376，手柄本体腔室376配置为在其中容

纳器械3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握持构件375包括外壳374，外壳

374在其内限定有握持构件腔室378。握持构件外壳374包括布置为与握持构件腔室378连通

的开放底端379，并且握持构件外壳374可以具有适合用户抓握的任何形状，例如大致管状。

握持构件375包括配置为覆盖开放底端379的底部377。在一些实施例中，底部377可以适于

可拆卸地联接(例如，螺纹联接)至握持构件外壳374。

[0083] 在一些实施例中，底部377可以适于以卡接方式机械接合握持构件外壳374，或者

可选地适于以任何其他适合方式连接至外壳374。在此处使用时，“卡接”是指两个构件的接

合或组装，其中至少一个构件具有用于接合另一个构件的突起和/或接合点，以便在它们连

接后形成使两个构件保持在一起的联锁，并且至少一个构件具有弹性可变形或可偏转部，

从而在两个构件连接时可偏转部偏转以解除联锁，并且弹性复位以重新形成在两个构件连

接时的联锁。

[0084] 医疗器械300包括与手柄组件370关联的通电/断电开关321。在一些实施例中，手

柄组件370适于在通电/断电开关321与控制器326之间提供电连接，如图3中通电/断电开关

321与控制器326之间的虚线所示。通电/断电开关321可以适于单独或与控制器326结合操

作，从而能够在连接和断开连接状态之间切换从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或其部件(例如微波

放大器单元389)到自备功率源318的电连接。布置在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内部或与电源/控

制器模块344关联的自备功率源318类似于图1所示的自备功率源118，并且为了简明的目的

将省略对其的进一步描述。

[0085] 手柄组件370可以适于提供各种电连接配置，例如适于在通电/断电开关321、电

源/控制器模块344或其部件(例如，自备功率源318和/或控制器326)和/或微波信号放大模

块380或其部件(例如，微波放大器单元389)之间传输通信信号和/或电力的一根或多根电

导线。电源/控制器344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设置有适

合与手柄组件3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微波信号放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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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38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设置有适合与手柄组件370

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

[0086]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包括连接器部345，连接器部

345具有与手柄组件3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微波信号放大模块

380包括第一连接器部381和第二连接器部382，第一连接器部381具有与手柄组件370的特

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而第二连接器部382具有与探针110建立电连接

的一个电连接器或端子。手柄组件370、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和电源/控制器模块344的形

状和尺寸可以不同于图3所示的配置。

[0087] 控制器326布置在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内部或与电源/控制器模块344关联，控制

器326可以包括能够执行存储在存储器327中的一系列指令的任何类型的计算装置、计算电

路或任何类型的处理器或处理电路。控制器326可以包括适于响应从用户可操作接口元件

接收到的一个或多个电信号而控制自备功率源318和/或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或其部件

(例如，微波放大器单元389)的逻辑、电路和/或代码，其中用户可操作接口元件诸如通电/

断电开关321、强度控制器(未示出)和/或其他用户可操作接口元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适

合类型的开关、触摸屏、定点装置(例如，操纵杆或轨迹球)等。控制器326可以适于运行操作

系统平台和应用程序。

[0088] 具有电源/控制器模块344的存储器327可以包括能够存储代码和数据的任何装置

或介质，所述代码和数据包括例如能量施加器数据(例如，与探针110关联的参数)、与微波

信号放大模块380或其部件关联的数据和/或其他数据。存储在存储器327中的与能量施加

器或能量施加器阵列相关的参数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能量施加器(或能量施加器阵列)标识

符、能量施加器(或能量施加器阵列)尺度、频率、切除长度(例如，涉及辐射段长度)、切除直

径、时间系数、形状度量和/或频率度量。在未示出的可选实施例中，存储器可以附加地或可

选地布置在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内部或与微波信号放大模块380关联。

[0089] 控制器326可以适于：单独地或结合存储在存储器327中的能量施加器数据和/或

其他数据(例如，与微波放大器单元389和/或信号发生器386关联的数据)，响应从反射功率

监控系统(未示出)、液体流动监控系统(未示出)和/或与医疗器械300可操作地关联的一个

或多个传感器例如辐射探测器(未示出)接收到的一个或多个电信号，来控制与微波信号放

大模块380或其部件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例如以实现所需的手术效果。与微波信号

放大模块380关联的操作参数的示例包括温度、阻抗、功率、电流、电压、运行模式和应用电

磁能量的持续时间。

[0090]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医疗器械300包括与手柄组件370关联的用户输入装

置365。用户输入装置365可以实施为采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定位于手柄本体373上的

定点装置(例如，操作杆或轨迹球)，以使用户能够轻松使用拇指、手指或手掌控制定点装置

365。手柄组件370可以适于在定点装置365与控制器326之间提供电连接，如图3中定点装置

365与控制器326之间的虚线所示。作为定点装置365的可选配置(或除定点装置365以外)，

医疗器械300可以包括语音输入技术，包括例如合并到控制器326中的硬件和/或软件或连

接至控制器326的单独数字模块(未示出)。所述语音输入技术可以包括语音识别、语音激

活、语音校正和/或嵌入言语功能。

[0091] 作为定点装置365的指示性方位的代表，从定点装置365输出的电信号可以与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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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组织的电磁能量的一个或多个参数相互关联。在一些实施例中，医疗器械300配置为响应

定点装置365的用户实施移动而调整电力参数(例如，电压、功率和/或电流强度)和/或功

率-阻抗曲线形状，从而影响感知的输出强度。例如，定点装置365在特定方向例如远侧方向

上的横向位移越大，传输到探针110的电力参数等级越高。强度设置可以是预设值，例如基

于探针110的配置、所需的手术效果、外科专科和/或医生优先选择从查找表中选择。可以自

动选择或用户手动选择。定点装置365的形状、尺寸和位置可以不同于图3所示的配置。虽然

图3示出了操纵杆类型的用户输入装置，但是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用户输入装置365，如轨

迹球、触摸屏等。

[0092] 图4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手持式医疗器械400，其包括定位于器械

400的手柄组件470处的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自备功率源418和用户接口491。

手柄组件470可以具有各种配置，其中一些配置允许从器械400的手柄组件470中完全拆卸

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和/或自备功率源418，并允许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

块480和/或自备功率源418与其他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和/或自备功率源进行模块

化交换。除尺寸和形状以外，自备功率源418类似于图1所示的自备功率源118，并且为了简

明的目的将省略进一步描述。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489、电

联接至微波放大器单元489的信号发生器486、控制器426和通信联接至控制器426的存储器

427。

[0093] 手柄组件470通常包括握持构件475和手柄本体473，握持构件475适于用户抓握，

手柄本体473配置为在其远端47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手柄组件470可以适于可拆卸

地接合探针110，例如以允许为了灭菌或其他目的而从器械400中拆卸探针和/或有助于根

据需要将探针110更换为另一个能量施加器或探针。手柄本体473在其内限定有手柄本体腔

室476，手柄本体腔室476配置为容纳器械4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自备功率源418。

[0094] 握持构件475包括握持构件外壳474和底部477。握持构件外壳474在其内限定有握

持构件腔室478，并且握持构件外壳474包括布置为与腔室478连通的开放底端479。握持构

件腔室478配置为容纳器械4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

握持构件475的底部477配置为覆盖开放底端479，并且底部477可以相对于握持构件外壳

474枢转地安装。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底部477具有围绕联接至握持构件外壳474的

枢销491枢转地安装的一端。底部477可以选择地适于以任何适合的方式连接至外壳474。

[0095] 用户接口491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装置。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4所示，用

户接口491包括轨迹球类型定点装置495和屏幕493。屏幕493可以适于可视地显示文本和/

或一个或多个用户接口元件，例如图标、视觉指示器和/或视觉线索(例如，位置、颜色和对

称等用于传达信息的特性)。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平板显示器作为屏幕493，例如，LCD

(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板(PDP)、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或电光显示器(ELD)。平板显示

器可以具有超薄轮廓。屏幕493可以全部或部分布置在形成于手柄本体473中的凹槽内。

[0096] 在一些实施例中，屏幕493包括触摸屏功能(未示出)，例如接收来自与屏幕493物

理接触的对象(例如，包括但不限于触笔或用户指尖)的输入的能力。显示在屏幕493上的用

户接口元件可以具有对应的活动区域，以便通过触摸屏幕上与用户接口元件关联的活动区

域，由用户接口491接收与用户接口元件关联的输入。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接口491适于允

许指示用户输入(例如与用户接口元件关联的输入)的一个或多个电信号传输到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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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控制器426可以适于基于指示从用户接口491接收到的用户输入的一个或多个电信号，

控制与器械400或其部件关联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

[0097] 用户接口491和控制器426可以通信联接并适合配置为提供用户输入功能和/或简

化使用的功能和/或医疗器械400的程序设计。在一些实施例中，用户接口491包括通信联接

至控制器426的屏幕493，并且用户接口491可以包括触摸屏功能，以及进一步包括通信联接

至控制器426的定点装置495(和/或其他用户输入装置)，以允许用户例如根据特定目的和/

或为了实现所需的手术效果，而选择性地配置医疗器械400或其部件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

数。

[009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柄组件470适于在定点装置495与控制器426之间提供电连接

465。手柄组件470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适于在屏幕493与控制器426之间提供电连接463，例

如以便在操作医疗器械400期间提供增强的用户接口功能。手柄组件470可以适于在通电/

断电开关421、自备功率源418、用户接口491或其部件(例如，屏幕493和/或定点装置495)

和/或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或其部件(例如，微波放大器单元489和/或控制器

426)之间提供各种配置的电连接。应该理解的是，图4中所示的指示医疗器械400的各种部

件之间的电连接的虚线仅是电连接的说明性和非限制示例，并且本公开的医疗器械实施例

可以采用许多不同配置的电连接，其中一些配置的电连接数少于或多于图4所示的电连接。

医疗器械400可以包括图1和图3所示的医疗器械实施例的任何电连接。微波信号放大器/控

制器模块480、自备功率源418和手柄组件470的形状和尺寸可以不同于图4所示的配置。

[0099] 控制器426可以包括能够执行存储在与控制器426关联的存储器(未示出)中的一

系列指令的任何类型的计算装置、计算电路或任何类型的处理器或处理电路。控制器426可

以包括适于单独地或结合从定点装置495和/或其他控制装置(未示出)接收的一个或多个

电信号响应从屏幕493接收到的一个或多个电信号，而控制自备功率源418、微波放大器单

元489和/或信号发生器486例如以实现所需的手术效果的逻辑、电路和/代码，其中其他控

制装置包括但不限于开关(例如按钮开关、拨动开关、滑动开关)和/或连续致动器(例如，转

动或线性电位计、转动或线性编码器)。在一些实施例中，反射功率监控系统(未示出)电联

接至控制器426，并且反射功率监控系统可以包括能够探测从探针110折回的功率信号的任

何适合装置。

[0100] 图5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手持式医疗器械500，其包括定位于器械

500的手柄组件570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589和自备功率源518。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5所

示，微波放大器单元589和探针110彼此机械联接，以形成整体式本体(此处称为探针和放大

器组件)。在图5所示的实施例中，微波放大器单元589经由传输线515电联接至连接器519，

而连接器519进一步将微波放大器单元589可操作地连接至远程信号发生器586。在未示出

的可选实施例中，医疗器械500可以附加地包括适于允许用户调整电力参数(例如，电压、功

率和/或电流强度)的强度控制器、辐射探测器和/或反射功率监控系统。

[0101] 手柄组件570通常包括握持构件575和手柄本体573，握持构件575适于用户抓握，

手柄本体573配置为在其远端57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手柄本体573在其内限定有手

柄本体腔室576，手柄本体腔室576配置为容纳器械5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微波放大器

单元589和自备功率源518。

[0102] 手柄组件570可以适于可分离地接合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例如以允许从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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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500中拆卸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和/或有助于根据需要将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更换为

另一个探针和放大器组件。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柄组件570包括例如布置在手柄本体573的

远侧57的可拆卸部571。在一些实施例中，可拆卸部571配置为允许从医疗器械500中拆卸探

针和放大器组件510。可拆卸部571可以螺纹联接或以其他可分离方式连接至手柄本体573。

手柄组件570可以具有各种配置，其中一些配置允许从器械500的手柄组件570中完全拆卸

自备功率源518，并允许自备功率源518与其他自备电源进行模块化交换。自备功率源518类

似于图1所示的自备功率源118，并且为了简明的目的将省略进一步描述。

[0103] 微波信号放大模块51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

设置有适合与手柄组件5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在一些

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包括例如布置在微波放大器单元589的近端的

连接器部511，连接器部511包括适合与手柄本体5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多个电连接

器或端子(未示出)。

[0104] 在一些实施例中，微波放大器单元589和探针110可分离地彼此机械联接，例如以

允许为了灭菌或其他目的而从微波放大器单元589中拆卸探针110。微波放大器单元589类

似于图1所示的自备功率源189，并且为了简明的目的将省略进一步描述。

[0105] 医疗器械500包括控制器526及与手柄组件570关联的开关521，并且医疗器械500

可以包括适于提供可察觉的感官报警的指示器单元540，感官报警可以包括音频报警、视觉

报警和其他感官报警。根据各种实施例的指示器单元540包括报警或输出部件(未示出)，所

述报警或输出部件包括逻辑或电路以在为指示器单元540供电时生成信号。在一些实施例

中，指示器单元540适于生成音频信号并且输出部件包括具有扬声器(未示出)的音频电路。

在一些实施例中，指示器单元540适于生成视觉信号并且输出部件包括光源，如发光二极管

(LED)。

[0106]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指示器单元540包括布置在手柄本体573的远侧顶部

并成行配置的第一LED  541和第二LED  542。在操作医疗器械500期间，第一LED  541和第二

LED  542可以分别为用户提供信息/反馈(例如，视觉反馈)。第一LED  541和第二LED  542的

形状、尺寸和位置可以不同于图5所示的配置。在未示出的可选实施例中，可以利用单一LED

替换第一LED  541和第二LED  542。指示器单元540可以附加地或可选地适于提供音频和/或

其他可察觉的感官报警。指示器单元540可以包括显示装置(未示出)，如平板显示器，例如

液晶显示器(LCD)或其他适合的显示装置，以便为用户提供信息/反馈。在一些实施例中，手

柄组件570适于在指示器单元540与控制器526之间提供电连接(未示出)。控制器526可以包

括适于控制指示器单元540的逻辑、电路和/或代码，以便在配置医疗器械500期间和/或在

器械500用于执行医疗手术步骤(例如切除手术步骤)的操作期间为用户提供可察觉的感官

反馈(例如，指示探针和放大器组件510到手柄组件570的特定电路的电联接的反馈)。

[0107] 开关521可以是任何适合的开关，通常实现闭合和断开电路或从一个电路切换到

另一个电路的目的。在一些实施例中，开关521是摇臂类型开关。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柄组件

570适于在开关521与控制器526之间提供电连接。手柄组件570可以适于在微波放大器单元

589、控制器526、自备功率源518和/或开关521之间提供各种配置的电连接。在一些实施例

中，手柄组件570适于提供各种适合配置的电连接(图5中虚线所示)，以将微波放大器单元

589的输出端电联接至探针110，并将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一个或多个输入端电联接至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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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和/或自备功率源518。在一些实施例中，反射功率监控系统(未示出)电联接至控制器

526，并且反射功率监控系统可以包括能够探测从探针110折回的功率信号的任何适合装

置。医疗器械500可以包括图1、图3和图4所示的医疗器械实施例的任何电连接。

[0108] 图6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手持式医疗器械600，其包括定位于器械

600的手柄组件670处的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手柄组件670通常包括握持构件675和手柄

本体673，握持构件675适于用户抓握，手柄本体673配置为在其远端67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

针110。

[0109] 手柄本体673在其内限定有手柄本体腔室676，手柄本体腔室676配置为容纳器械

600的一个或多个部件，例如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手柄本体673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内壁

(未示出)，其配置为将手柄本体腔室676分区为一个或多个隔间，例如微波发生器模块隔

间。手柄本体673可以适于允许拆卸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和/或器械600的布置在手柄本体

腔室676或其部分的内部或与手柄本体腔室676或其部分关联的其他部件。

[0110] 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所述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

设置有适合与手柄组件6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在一些

实施例中，如图6所示，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包括例如布置在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的远端

的第一连接器部681和例如布置在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的近端的第二连接器部682，第一

连接器部681包括适于与手柄组件6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的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未示

出)，第二连接器部682包括适于与手柄组件670的特定电路建立电连接和/或与一个或多个

远程装置建立电连接的多个电连接器或端子(未示出)，所述远程装置包括但不限于独立信

号发生器(例如，图5所示的586)和/或远程电外科功率生成源(例如，图1所示的28)或其部

件例如信号发生器(例如，图2所示的206)。

[0111] 微波信号放大模块680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689和信号发生器686。微波放大器单

元689和信号发生器686分别类似于图1所示的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和信号发生器186，并且

为了简明的目的将省略进一步描述。

[0112] 医疗器械600包括控制器626和通信联接至控制器626的存储器627。在一些实施例

中，反射功率监控系统(未示出)电联接至控制器626，并且反射功率监控系统可以包括能够

探测从探针110折回的功率信号的任何适合装置。医疗器械600可以包括图1、图3、图4和图5

所示的医疗器械实施例的任何电连接。

[0113] 在一些实施例中，控制器626可以包括逻辑、电路和/或代码，适于控制微波放大器

单元689的输入信号源，并能够在信号发生器686生成的信号与远程信号发生器生成的信号

之间将输入信号切换到微波放大器单元689。在一些实施例中，医疗器械600可以包括图5的

指示器单元540，并且控制器626可以配置为控制指示器单元540以便为用户提供指示微波

放大器单元689的输入信号源的可察觉的感官反馈。控制器626类似于图4所示的480的控制

器426，并且为了简明的目的将省略进一步描述。

[0114] 在下文中，参照图7和图8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应该理解

的是，此处提供的方法步骤可以组合并按照不同于此处所述的顺序执行，而不会偏离本公

开的范围。

[0115] 图7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的流程图。在

步骤710中，提供手持式器械100。器械100包括能量施加器110和配置为在其远端17支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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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施加器110的手柄组件170。

[0116] 在步骤720中，将探针110定位到组织中。探针110可以直接插入组织，经由管腔例

如静脉、针、内窥镜或导管插入、在手术过程中被临床医生放置到体内或通过其他适合的方

法安置到体内。超声或计算机断层成像(CT)导槽(guidance)可以用于精确引导探针110进

入要治疗的组织区域。例如手术人员通过使用常规手术技术，可以经皮放置探针110或将探

针110放置到组织上。探针110可以配置为以定向辐射模式操作。

[0117] 在步骤730中，通过能量施加器，将能量从布置在手柄组件内的微波放大器单元

189的输出端193传输到组织。

[0118] 图8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的流程图。在

步骤810中，提供手持式器械100。器械100包括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和探针110，微波信号

放大模块180定位于器械100的手柄组件170处，而探针110包括可操作地联接至微波信号放

大模块180的天线组件12。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微波放大器单元

189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可以进一步包括

能够生成要传输到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入端的高频(例如微波)信号的信号发生器186。

[0119] 在步骤820中，将探针110定位到组织中。探针110可以直接插入组织，经由管腔例

如静脉、针、内窥镜或导管插入、在手术过程中被临床医生放置到体内或通过其他适合的方

法安置到体内。

[0120] 在步骤830中，在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入端191接收高频信号。在一些实施例

中，手持式器械100可以适于允许用户选择待由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入端191接收的高

频信号的信号源。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持式器械100可以包括开关162，开关162适于允许用

户在布置在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内的信号发生器186与高频信号的外部源28之间选择性

地切换。

[0121] 在步骤840中，通过天线组件，将能量从微波放大器单元的输出端传输到组织。临

床医生可以预定应用微波能量的时间长度。应用持续时间可以依据许多因素决定，例如肿

瘤大小和位置以及肿瘤是继发癌还是原发癌。使用探针110应用微波能量的持续时间可以

依据将被破坏的组织区域和/或周围组织内的热分布进展情况决定。

[0122] 在下文中，参照图9和图10描述根据本公开的制造医疗器械的方法。应该理解的

是，此处提供的方法步骤可以组合并按照不同于此处所述的顺序执行，而不会偏离本公开

的范围。

[0123] 图9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制造医疗器械100的方法的流程图。在步

骤910中，提供手柄组件170。手柄组件170包括其内限定有腔室176的手柄本体173。手柄本

体173配置为在其远端17支撑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

[0124] 在步骤920中，提供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包括微波放大器

单元189，微波放大器单元189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微波信号放大

模块180包括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例如，三个连接器部181、182、183)，所述一个或多个连

接器部包括适于可拆卸地联接至与手柄本体173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的一个或多个电

连接器(或端子)。在一些实施例中，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可以附加地包括能够生成要传输

到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入端191的高频(例如微波)信号的信号发生器186。

[0125] 在步骤930中，将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放置到腔室176或其部分内，以使所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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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个连接器部的一个或多个电连接器电接合与手柄本体173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

[0126] 在一些实施例中，制造医疗器械100的上述方法可以包括附加步骤：提供能量施加

器或探针110，并将能量施加器或探针110联接于手柄本体173的远端17。探针110可以包括

适用于组织切除应用的一个或多个任何适合类型的天线，如天线组件(或天线阵)。通过适

于将从微波放大器单元189中输出的高频信号传输到探针110的任何适合配置的电导线例

如传输线195，探针110可以电联接至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的输出端190和/或微波放大器

单元189的输出端193。

[0127] 图10为示出了根据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的制造医疗器械100的方法的流程图。在

步骤1010中，提供手柄组件170。手柄组件170包括其内限定有腔室176的手柄本体173。能量

施加器110从手柄本体173的远端17向远侧延伸。一根或多根电导线与手柄本体173关联，以

提供一个或多个导电路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中的一根电导线提供从腔室176或其部分到

能量施加器110的导电路径195。

[0128] 在步骤1020中，提供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包括微波放大

器单元189，微波放大器单元189适于放大高频输入信号，以生成高频输出信号。在一些实施

例中，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进一步包括适于生成要传输到微波放大器单元189的输入端

191的高频输入信号的信号发生器186。

[0129] 微波放大器单元189可以包括具有高频开关元件的一个或多个固态放大器，例如

允许利用高效率放大器拓扑，如E类或其变量、F类或反转的F类设计。在一些实施例中，高频

开关元件包括一个或多个氮化镓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GaN  MOSFET)。

[0130] 在步骤1030中，将微波信号放大模块180放置到腔室176或其部分内，以使微波信

号放大模块180的一个或多个连接器部(例如，三个连接器部181、182、183)的一根或多根电

导线电接合与手柄本体173关联的一根或多根电导线。

[0131] 根据本公开的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手持式医疗器械的另

一个实施例的制造方法包括初始步骤：提供手柄组件470并提供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

块480。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480可以包括微波放大器单元489、电联接至微波放大

器单元489的信号发生器486、控制器426和通信联接至控制器426的存储器427。在一些实施

例中，将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480放置到限定在手柄组件470的握持部475中的腔室478

或其部分内。

[0132] 制造医疗器械的上述方法提供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手持

式医疗器械，所述微波放大器单元适合与各种能量施加器、探针或末端执行器组件结合使

用，以执行各种类型的电外科手术。

[0133] 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包括该医疗器

械的系统及使用该器械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方法可以与适于治疗组织的各种能量施加器

或探针结合使用。实施例可以与适于将能量引导至组织的任何适合的能量施加器或探针结

合使用，例如经皮放置或外科手术放置的切除探针和/或适用于表面切除应用的能量施加

器。

[0134] 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可以与定向模式操作的能量施加器或探针结合使用。实施例

可以与联接至能量施加器或探针的定向反射组件结合使用。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的一些实

施例适于允许外科医生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特定应用的能量施加器或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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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5] 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和包括该医疗

器械的系统可以适用于各种用途和应用，包括例如组织切除、切除术、烧灼、血管血栓症、治

疗心律不齐和心律不整、电外科等医疗手术。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

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和包括该医疗器械的系统可以适用于例如微波切割、闭合和凝结等各

种手术步骤。

[0136] 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和包括该医疗

器械的系统的一些实施例完全免除了远程电外科电源和控制器。在一些实施例中，具有定

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具有自备电源，并且所有控制电

路和电源都容置在所述器械的手柄组件中。在一些实施例中，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没有电

源线或控制线。

[0137] 在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中，所述器械

的手柄组件可以具有各种配置，其中一些配置允许从所述器械的手柄组件中完全拆卸微波

信号放大器模块(或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和/或自备功率源，并允许与其他微波信

号放大器模块(或微波信号放大器/控制器模块)和/或自备功率源进行模块化交换。

[0138] 具有定位于器械手柄处的微波放大器单元的上述手持式医疗器械和包括该医疗

器械的系统可以包括用户接口，所述用户接口适于允许用户例如根据特定目的和/或为了

实现所需的手术效果，而选择性地配置所述器械的或其部件的一个或多个操作参数。

[0139] 虽然已经为了说明和描述目的参照附图详细地描述了实施例，但是应该理解的

是，创造性过程和器械并不应被理解为仅限与此。显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对前述

实施例进行各种改进，而不会偏离本公开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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