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173905.2

(22)申请日 2017.03.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88037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6.23

(73)专利权人 杭州森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

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5号楼4层422

室-17

(72)发明人 戴凌虹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代理人 刘静　邱启旺

(51)Int.Cl.

A61B 10/02(2006.01)

A61M 3/02(2006.01)

G05B 13/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209568 A,2011.10.05,

CN 101516272 A,2009.08.26,

CN 102209568 A,2011.10.05,

CN 202408969 U,2012.09.05,

CN 1874729 A,2006.12.06,

CN 1917910 A,2007.02.21,

CN 1799512 A,2006.07.12,

US 2010049086 A1,2010.02.25,

CN 104039236 A,2014.09.10,

US 2002151822 A1,2002.10.17,

US 2005113715 A1,2005.05.26,

US 2009204022 A1,2009.08.13,

审查员 王婷婷

 

(54)发明名称

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

制装置，包括控制单元、人机交互界面、语音控制

模块、脚踏组合开关、手柄组合开关、温压控制单

元、电源模块等；温压控制单元包括压力传感器

和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穿刺通道内气

压，温度传感器检测穿刺通道内温度。控制单元

根据温度/压力传感器采集的温度、压力数据，以

及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数据进行自动

调节，驱动相应电机运行，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

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清洗过

程。本发明实现B超、真空泵和旋切装置一体化；

支持多种操作方式，支持定制化语音录制，支持

防误操作；装置的机械结构及电路简单可靠，易

实现批量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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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控制单元、人机交互界面、语

音控制模块、脚踏组合开关、手柄组合开关、温压控制单元、电源模块；

脚踏组合开关：设置开始、停止按钮；操作者踩住开始按钮，语音识别模块工作，语音识

别模块验证通过后，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清洗

过程；操作者踩住停止按钮，装置停止运动，所有动作回复到安全位置；

手柄组合开关：设置开始、停止按钮；操作者按住开始按钮，语音识别模块工作，语音识

别模块验证通过后，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清洗

过程；操作者按住停止按钮，装置停止运动，所有动作回复到安全位置；

语音控制模块：设置启动命令语音，通过脚踏组合开关或手柄组合开关激活该模块，检

测用户的输入语音，如果与启动命令语音匹配，则通过验证，否则拒绝；

温压控制单元：包括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术者穿刺通道内气压，

根据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情况，自动调整真空泵吸力大小；温度传感器检测术者

穿刺通道内温度，根据采集到的乳腺部位温度数据，自动对充入患者体内的生理盐水进行

加温；

控制单元：上电处于就绪等待状态，接收到人机交互界面运行命令后进入自动运行状

态，根据温压控制单元采集的压力数据和温度数据、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信息进

行自动调节，驱动相应电机运行，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

盐水清洗过程；控制单元对电机的控制采用分段速度控制方法，将运行过程分为启动加速

段、匀高速段、减速段，加速段和减速段采用抛物线升降频控制，电机运行曲线方程如下：

其中：Fl为电机最低频率，Fh为电机最高频率，T为加减速时间，η为组织致密度，α为组织

致密度系数，i,j为组织位置坐标，d为B超影像灰度差，θ为B超影像相邻像素相对组织像素

的角度；

约束条件：d＝1，θ＝45°，0<η<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

括限位开关，控制旋切刀各方向运动的极限位置；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每输出一步都会检测

相应的行程限位开关，如果到达限位处则立即停止运行；每条语音指令都有相应最大运行

步数，到达最大运行步数还未检测到“停止”命令，CPU也会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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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自动化、医疗器械等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乳腺微创手术系统主要用于在微创条件下对女性乳腺肿物进行组织活检和切除。

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1位，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为42.55/10万，在沿海大

城市更高于这个比例，乳腺癌已然成为当前社会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乳腺癌的诊断方法

很多，但最终的确诊仍然要依靠病理学诊断(组织活检)。

[0003] 真空辅助穿刺活检是一种局部麻醉下进行的微创手术，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皮肤创

口(2-5毫米)，即可把组织取出，进行组织学病理活检和诊断。通常采用B超等影像引导，将

乳腺样本活检与微创系统的活检探针穿过皮肤，到达目标肿瘤物的下方。在真空辅助吸引

下，将组织吸入活检探针的收集槽中并进行旋切取样，一次进针可连续获取多条组织标本，

直到乳腺中的目标肿物被完全或部分切除。

[0004] 真空辅助穿刺活检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有取代开放手术活检方式的趋势。

乳房活微创手术系统主要产品有泰维康的麦默通、巴德的安珂、美国Suros外科系统公司的

ATEC。

[0005] 现有的手术系统使用对手术医生技能要求高，患者组织的致密度不同对应的旋切

刀转速设定，切下的组织样本大小对应的真空吸力设定，旋转刀空切判断、生理盐水的冲洗

等都需要医生凭经验进行判断。当需要改变参数时，医生不得不中断手术过程，手动进行参

数设定操作，往复多次，手术不连贯，同时冰冷的生理盐水进入病患体内也会引起患者不

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

置，与B超、旋切刀和真空泵配合使用，解决当前乳腺微创手术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对医

生个人经验的依赖，降低手术操作难度并降低患者手术过程中的不适感。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

包括控制单元、人机交互界面、语音控制模块、脚踏组合开关、手柄组合开关、温压控制单

元、电源模块等；

[0008] 脚踏组合开关：设置开始、停止按钮。操作者踩住开始按钮，语音识别模块工作，语

音识别模块验证通过后，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

清洗过程；操作者踩住停止按钮，装置停止运动，所有动作回复到安全位置。

[0009] 手柄组合开关：设置开始、停止按钮。操作者按住开始按钮，语音识别模块工作，语

音识别模块验证通过后，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

清洗过程；操作者按住停止按钮，装置停止运动，所有动作回复到安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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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语音控制模块：设置启动命令语音，通过脚踏组合开关或手柄组合开关激活该模

块，检测用户的输入语音，如果与启动命令语音匹配，则通过验证，否则拒绝。

[0011] 温压控制单元：包括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术者穿刺通道内

气压，根据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情况，自动调整真空泵吸力大小。温度传感器检

测术者穿刺通道内温度，根据采集到的乳腺部位温度数据，自动对充入患者体内的生理盐

水进行加温。

[0012] 控制单元：上电处于就绪等待状态，接收到人机交互界面运行命令后进入自动运

行状态，根据温压控制单元采集的压力数据和温度数据、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信

息进行自动调节，驱动相应电机运行，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

生理盐水清洗过程。控制单元对电机的控制采用分段速度控制方法，将运行过程分为启动

加速段、匀高速段、减速段，加速段和减速段采用抛物线升降频控制，电机运行曲线方程如

下：

[0013]

[0014]

[0015] 其中：Fl为电机最低频率，Fh为电机最高频率，T为加减速时间，η为组织致密度，α为

组织致密度系数，i,j为组织位置坐标，d为B超影像灰度差，θ为B超影像相邻像素相对组织

像素的角度；

[0016] 约束条件：d＝1，θ＝45°，0<η<1。

[0017] 进一步地，该装置还包括限位开关，控制旋切刀各方向运动的极限位置。在电机运

行过程中，每输出一步都会检测相应的行程限位开关，如果到达限位处则立即停止运行。每

条语音指令都有相应最大运行步数，到达最大运行步数还未检测到“停止”命令，CPU也会停

止运行。行程限位开关可防止误操作导致病患意外受伤，同时保护装置电机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1)B超、真空泵和旋切装置一体化；

[0020] 2)支持多种操作方式(语音控制或手柄控制或脚踏控制等)；

[0021] 3)支持定制化语音录制；

[0022] 4)自动识别人体组织致密度，自动进行旋切刀转速，真空泵吸力参数调整；

[0023] 5)自动维持注入体内的生理盐水温度与人体体温保持一致，减少术者的不适感；

[0024] 6)支持防误操作，采用脚踏作为运动控制开关，在踩下脚踏的前提下，语音控制模

块工作；

[0025] 7)采用限位开关，控制旋切刀各方向运动的极限位置，防止误操作导致病患意外

受伤，同时保护装置电机；

[0026] 8)装置的机械结构及电路简单可靠，易实现批量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7] 图1本发明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结构框图；

[0028] 图2步进电机运行频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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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乳腺微创手术自适应控制装置，包括控制单元、人

机交互界面、语音控制模块、脚踏组合开关、手柄组合开关、温压控制单元、电源模块等；

[0031] 脚踏组合开关：设置开始、停止按钮。以正常旋切为例，操作者踩住开始按钮，语音

识别模块工作，语音识别模块验证通过后，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

同时注入生理盐水清洗过程；操作者踩住停止按钮，装置停止运动，所有动作回复到安全位

置。

[0032] 手柄组合开关：设置开始、停止按钮。操作者按住开始按钮，语音识别模块工作，语

音识别模块验证通过后，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

清洗过程；操作者按住停止按钮，装置停止运动，所有动作回复到安全位置。

[0033] 语音控制模块：以正常旋切为例，设置启动命令语音为“切”(指令可定制)。操作者

踩住脚踏开关，对准语音控制模块，说出“切”指令，装置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

的组织、同时注入生理盐水清洗整个完整过程。操作者松开脚踏开关，装置停止运动，所有

动作回复到安全位置。

[0034] 语音控制模块能完成非特定人中文语音识别功能，每个识别条目对应一个特定的

编号(1个字节)，每个识别条目是标准普通话的汉语拼音(小写)，每2个字(汉语拼音)之间

用一个空格间隔。除核心指令外，为防误识别增加了相拟指令以吸收错误识别，例如：

[0035]

编号 字符串 备注

142 qian  jing 核心指令：前进

0 qin  jing 吸收错误识别

1 jian  jin 吸收错误识别

[0036] 温压控制单元：包括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检测术者穿刺通道内

气压，根据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情况，自动调整真空泵吸力大小。温度传感器检

测术者穿刺通道内温度，根据采集到的乳腺部位温度数据，自动对充入患者体内的生理盐

水进行加温。

[0037] 控制单元：上电处于就绪等待状态，接收到人机交互界面运行命令后进入自动运

行状态，根据温压控制单元采集的压力数据和温度数据、B超图像分析得到的组织致密度信

息进行自动调节，驱动相应电机运行，自动完成组织旋切、真空吸出切下的组织、同时注入

生理盐水清洗过程。控制单元对电机的控制采用分段速度控制方法，将运行过程分为启动

加速段、匀高速段、减速段，加速段和减速段采用抛物线升降频控制，电机运行曲线方程如

下：

[0038]

[0039]

[0040] 其中：Fl为电机最低频率，Fh为电机最高频率，T为加减速时间，η为组织致密度，α为

组织致密度系数，i,j为组织位置坐标，d为B超影像灰度差，θ为B超影像相邻像素相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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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的角度；

[0041] 约束条件：d＝1，θ＝45°，0<η<1。

[0042] 举例：最低频率20Hz，最高频率200Hz，加速时间0.2s，组织致密度取1(腺瘤组织)，

加速段曲线方程如图2所示：

[0043]

[0044] 控制单元处理过程：本例加减速步数为27步，比如当前动作需要运行68步，则加减

速段各运行27步，匀速段运行14步。如果当前动作不足以运行至最高速，比如只需要运行50

步，则加减速段各运行25步。

[0045] CPU在接受到任务后先分配各段所需要运行的步数，再给出第1步并获得下一步周

期0.05s，定时器更新定时值为0.05s，在定时到后给出第2步并获得下一步周期0.0101s更

新定时器，定时到后再给出第3步，依次类推完成所有步数执行。

[0046]

[0047] 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每输出一步都会检测相应的行程限位开关，如果到达限位处

则立即停止运行。每条语音指令都有相应最大运行步数，到达最大运行步数还未检测到“停

止”命令，CPU也会停止运行。

[0048] 此外，该装置不限于在语音控制模块验证通过的前提下，启动脚踏组合开关或手

柄组合开关的命令，单独使用语音控制模块验证、脚踏组合开关、手柄组合开关或其中任意

组合，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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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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