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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

统。所述系统包括：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用于

对完成电外科治疗后的智能双极器械执行超声

清洗处理以去除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碳化物；数

据记录设备，用于针对完成同一疾病类型治疗后

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在历史上被智能移动定向

清洗机器完成多次超声清洗处理分别对应的多

次清洗时长进行记录；网络形成设备，用于为所

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

深度神经网络。通过本系统，通过为治疗同一疾

病类型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定制具有不同模型

参数的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智能估测模型，实现

对限定条件下的智能双极器械的清洗参数的智

能化预测，从而提升了医疗器械碳化物清洗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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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用于对完成电外科治疗后的智能双极器械执行超声清洗处理

以去除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碳化物，所述智能双极器械包括主频振荡电路、主频推动电路、

高频功放电路、输出回路电路、双级输出电路、高压电源和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与所述

主频振荡电路连接以向所述主频振荡电路发送调制脉冲信号，所述主频振荡电路与所述主

频推动电路连接，所述主频推动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所述高压电源分别与所述

高频功放电路和所述控制电路连接，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还与所述输出回路电路连接，所述

双级  输出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

数据记录设备，用于针对完成同一疾病类型治疗后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在历史上被

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完成多次超声清洗处理分别对应的多次清洗时长进行记录，以获得

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网络形成设备，用于为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深度神经网

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输

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

针对性学习设备，与所述网络形成设备连接，用于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长作

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的学

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

模型引用设备，与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连接，用于对当前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

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多个输入数据以运行所述人工预测模型，获

取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输出数据即当前超声清洗处理的超声清洗时长并作为目标清洗时

长输出；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单个输入层、单个输出层和多个隐含层，所述多个隐含层

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

其中，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包括：所

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越小，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越少；

其中，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与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用于基于目标清洗时长

执行对智能双极器械的当前超声清洗处理；

其中，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输出

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后

的人工预测模型包括：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的已使用次数越多，所述预设次数的取值越

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

参数配置设备，分别与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以

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参数配置设备用于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

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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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参数配置设备用于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

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包括：所述参数配置设备采用分时

配置模式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以及所述模

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括：

动作协调设备，分别与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以

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动作协调设备用于实现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

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的动作同步。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包括：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当天执行清洗任务的数量越多，所述设定总数的取值

越大。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还包括：所述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数据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还包括：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每一次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数据输入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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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碳化清除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碳化物是指，碳与电负性比它小的或者相近的元素（除氢外）所生成的二元化合

物，碳化物都具有较高的熔点，大多数碳化物都是碳与金属在高温下反应得到的。从元素的

属性划分为金属碳化物和非金属碳化物。碳化钙（CaC2，俗称电石）、碳化铬（Cr3C2）、碳化钽

（TaC）、碳化钒（VC）、碳化锆（ZrC）、碳化钨（WC）（图：首饰）等都是金属碳化物。碳化硼（B4C）、

碳化硅（SiC）等属于非金属碳化物。

[0003] 然而，在当前对包括智能双极器械的能量器械执行超声清洗处理时，由于能量器

械用于治疗的疾病类型不同且能量器械类型不同，导致执行超声清洗处理时的清洗时长难

以估测，而采用人工肉眼辨识碳化物堆积程度以及分布面积的方式来执行清洗时长的人工

判断，这种判断机制判断过程过于冗长且时长数据不够可靠。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通过为治疗

同一疾病类型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定制具有不同模型参数的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智能估

测模型，从而能够基于历史清洗数据对限定条件下的智能双极器械提供可靠的清洗参数。

[0005] 为此，本发明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处重要的发明点：

[0006] （1）为某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深度神经网络，所述深度神经

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

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据，从而基于历史清

洗时长数据完成对本次清洗时长数据的智能化估测处理；

[0007] （2）智能双极器械的已使用次数越多，对深度神经网络执行学习的次数越多，从而

实现对不同智能双极器械的智能估测模型的自适应定制；

[0008] （3）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当天执行清洗任务的数量越多，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

数据的数量越多。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所述系统包括：

[0010] 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用于对完成电外科治疗后的智能双极器械执行超声清洗

处理以去除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碳化物，所述智能双极器械包括主频振荡电路、主频推动

电路、高频功放电路、输出回路电路、双级输出电路、高压电源和控制电路，所述控制电路与

所述主频振荡电路连接以向所述主频振荡电路发送调制脉冲信号，所述主频振荡电路与所

述主频推动电路连接，所述主频推动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所述高压电源分别与

所述高频功放电路和所述控制电路连接，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还与所述输出回路电路连接，

所述双极输出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

[0011] 数据记录设备，用于针对完成同一疾病类型治疗后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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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完成多次超声清洗处理分别对应的多次清洗时长进行记录，以

获得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0012] 网络形成设备，用于为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深度神经

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

[0013] 针对性学习设备，与所述网络形成设备连接，用于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

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

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

[0014] 模型引用设备，与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连接，用于对当前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

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多个输入数据以运行所述人工预测模

型，获取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输出数据即当前超声清洗处理的超声清洗时长并作为目标清

洗时长输出；

[0015]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单个输入层、单个输出层和多个隐含层，所述多个隐

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

[0016] 其中，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包

括：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越小，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越少；

[0017] 其中，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与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用于基于目标清洗

时长执行对智能双极器械的当前超声清洗处理；

[0018] 其中，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

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

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包括：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的已使用次数越多，所述预设次数的取

值越大。

[0019] 本发明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设计紧凑、运行可靠。由于通过为治疗同一

疾病类型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定制具有不同模型参数的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智能估测模

型，实现对限定条件下的智能双极器械的清洗参数的智能化预测，从而提升了医疗器械碳

化物清洗的有效性。

附图说明

[0020] 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参考附图可更好理解本发明的众多优点，其中：

[0021] 图1是依照本发明的实施方案A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图。

[0022] 图2是依照本发明的各个实施方案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智能双极器械

的电路结构图。

[0023] 图3是依照本发明的各个实施方案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所使用的深度神

经网络的内部逻辑图。

[0024] 图4是依照本发明的实施方案B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图。

[0025] 图5是依照本发明的实施方案C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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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能量器械在临床上的主要作用为切割和止血，即“切”和“凝”。种类包括电手术器

械、激光、超声刀以及智能双极器械。各种能量器械在使用时均会对周围组织产生热损伤。

其热损伤的深度及周围组织能达到的温度随距离能量器械到头的不同和能量器械持续工

作时间的不同而改变。能量器械使用时产生的高温造成组织焦痂会延长器械使用时间而增

加对周围组织的损伤程度。

[0027] 然而，在当前对包括智能双极器械的能量器械执行超声清洗处理时，由于能量器

械用于治疗的疾病类型不同且能量器械类型不同，导致执行超声清洗处理时的清洗时长难

以估测，而采用人工肉眼辨识碳化物堆积程度以及分布面积的方式来执行清洗时长的人工

判断，这种判断机制判断过程过于冗长且时长数据不够可靠。

[0028] 现在，将针对公开的主题对本发明进行具体的说明。

[0029] 图1是依照本发明的实施方案A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图。

[0030] 实施方案A：

[0031] 本发明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具体可以包括以下组成构件：

[0032] 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用于对完成电外科治疗后的智能双极器械执行超声清洗

处理以去除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碳化物，如图2所示，所述智能双极器械包括主频振荡电

路、主频推动电路、高频功放电路、输出回路电路、双级输出电路、高压电源和控制电路，所

述控制电路与所述主频振荡电路连接以向所述主频振荡电路发送调制脉冲信号，所述主频

振荡电路与所述主频推动电路连接，所述主频推动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所述高

压电源分别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和所述控制电路连接，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还与所述输出回

路电路连接，所述双极输出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

[0033] 数据记录设备，用于针对完成同一疾病类型治疗后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在历史

上被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完成多次超声清洗处理分别对应的多次清洗时长进行记录，以

获得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0034] 网络形成设备，用于为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深度神经

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

[0035] 针对性学习设备，与所述网络形成设备连接，用于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

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

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

[0036] 模型引用设备，与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连接，用于对当前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

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多个输入数据以运行所述人工预测模

型，获取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输出数据即当前超声清洗处理的超声清洗时长并作为目标清

洗时长输出；

[0037] 其中，如图3所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单个输入层（Input  Layer）、单个输出层

（Output  Layer）和多个隐含层（Hidden  Layer），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

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

[0038] 其中，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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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越小，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越少；

[0039] 其中，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与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用于基于目标清洗

时长执行对智能双极器械的当前超声清洗处理；

[0040] 其中，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

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

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包括：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的已使用次数越多，所述预设次数的取

值越大；

[0041]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包括：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当天执行清洗任务的数量越多，所述设定总

数的取值越大；

[0042]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还包括：所述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数据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

络；

[0043]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还包括：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每一次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

数据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0044] 图4是依照本发明的实施方案B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图。

[0045] 实施方案B：

[0046] 本发明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具体可以包括以下组成构件：

[0047] 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用于对完成电外科治疗后的智能双极器械执行超声清洗

处理以去除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碳化物，如图2所示，所述智能双极器械包括主频振荡电

路、主频推动电路、高频功放电路、输出回路电路、双级输出电路、高压电源和控制电路，所

述控制电路与所述主频振荡电路连接以向所述主频振荡电路发送调制脉冲信号，所述主频

振荡电路与所述主频推动电路连接，所述主频推动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所述高

压电源分别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和所述控制电路连接，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还与所述输出回

路电路连接，所述双极输出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

[0048] 数据记录设备，用于针对完成同一疾病类型治疗后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在历史

上被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完成多次超声清洗处理分别对应的多次清洗时长进行记录，以

获得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0049] 网络形成设备，用于为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深度神经

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

[0050] 针对性学习设备，与所述网络形成设备连接，用于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

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

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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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模型引用设备，与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连接，用于对当前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

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多个输入数据以运行所述人工预测模

型，获取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输出数据即当前超声清洗处理的超声清洗时长并作为目标清

洗时长输出；

[0052] 参数配置设备，分别与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

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

[0053] 其中，如图3所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单个输入层（Input  Layer）、单个输出层

（Output  Layer）和多个隐含层（Hidden  Layer），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

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

[0054] 其中，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包

括：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越小，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越少；

[0055] 其中，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与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用于基于目标清洗

时长执行对智能双极器械的当前超声清洗处理；

[0056] 其中，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

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

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包括：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的已使用次数越多，所述预设次数的取

值越大；

[0057] 其中，所述参数配置设备用于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

针对性学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

[0058] 其中，所述参数配置设备用于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

针对性学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包括：所述参数配置设备

采用分时配置模式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以

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

[0059]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包括：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当天执行清洗任务的数量越多，所述设定总

数的取值越大；

[0060]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还包括：所述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数据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

络；

[0061]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还包括：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每一次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

数据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0062] 图5是依照本发明的实施方案C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的结构简图。

[0063] 实施方案C：

[0064] 本发明的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具体可以包括以下组成构件：

[0065] 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用于对完成电外科治疗后的智能双极器械执行超声清洗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14404033 B

8



处理以去除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碳化物，如图2所示，所述智能双极器械包括主频振荡电

路、主频推动电路、高频功放电路、输出回路电路、双级输出电路、高压电源和控制电路，所

述控制电路与所述主频振荡电路连接以向所述主频振荡电路发送调制脉冲信号，所述主频

振荡电路与所述主频推动电路连接，所述主频推动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所述高

压电源分别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和所述控制电路连接，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还与所述输出回

路电路连接，所述双极输出电路与所述高频功放电路连接；

[0066] 数据记录设备，用于针对完成同一疾病类型治疗后的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在历史

上被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完成多次超声清洗处理分别对应的多次清洗时长进行记录，以

获得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0067] 网络形成设备，用于为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建立执行清洗时长估测的深度神经

网络，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

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

据；

[0068] 针对性学习设备，与所述网络形成设备连接，用于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

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

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

[0069] 模型引用设备，与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连接，用于对当前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

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多个输入数据以运行所述人工预测模

型，获取所述人工预测模型的输出数据即当前超声清洗处理的超声清洗时长并作为目标清

洗时长输出；

[0070] 参数配置设备，分别与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

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

[0071] 动作协调设备，分别与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

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

[0072] 其中，如图3所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包括单个输入层（Input  Layer）、单个输出层

（Output  Layer）和多个隐含层（Hidden  Layer），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

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

[0073] 其中，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与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正向关联包

括：所述智能双极器械表面的分布面积越小，所述多个隐含层的数量越少；

[0074] 其中，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与所述模型引用设备连接，用于基于目标清洗

时长执行对智能双极器械的当前超声清洗处理；

[0075] 其中，采用历史上的各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和/或

输出数据执行对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预设次数的学习动作，以获得完成预设次数的学习动

作后的人工预测模型包括：所述同一智能双极器械的已使用次数越多，所述预设次数的取

值越大；

[0076] 其中，所述参数配置设备用于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

针对性学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

[0077] 其中，所述参数配置设备用于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

针对性学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包括：所述参数配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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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时配置模式分别为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对性学习设备以

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配置各自需要的工作参数；

[0078] 其中，所述动作协调设备用于实现所述数据记录设备、所述网络形成设备、所述针

对性学习设备以及所述模型引用设备的动作同步；

[0079]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包括：所述智能移动定向清洗机器当天执行清洗任务的数量越多，所述设定总

数的取值越大；

[0080] 其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

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

个输出数据还包括：所述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数据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

络；

[0081] 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

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

出数据还包括：某次超声清洗处理之前每一次参考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入数据

输入所述深度神经网络。

[0082] 另外，在所述能量器械碳化清除控制系统中，所述深度神经网络以某次超声清洗

处理之前设定总数的多次参考清洗时长作为多个输入数据，以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

考清洗时长作为所述深度神经网络的单个输出数据还包括：某次超声清洗处理对应的参考

清洗时长被二进制表达后作为输出数据。

[0083]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所述特征。在本申请的实施方式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

个或两个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方

式”、“某些实施方式”、“示意性实施方式”、“示例”、“具体示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所述实施方式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申请的至少一个

实施方式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方

式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方式

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申请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

上述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申请的

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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