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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1.1 联系资料

支持

如果您在本指南中找不到所需信息，或您有疑问或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团队：

地区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

美国、加拿大、中美和南美地区
电话：+1 800 597 5911

传真：+1 708 409 1619
us.support@brainlab.com

巴西 电话：(0800) 892 1217
brazil.support@brain‐
lab.com

英国 电话：+44 1223 755 333

support@brainlab.com

西班牙 电话：+34 900 649 115

法国和讲法语的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 1044

传真：+49 89 991568 811

日本
电话：+81 3 3769 6900

传真：+81 3 3769 6901

预期维修期限

Brainlab 提供五年的软件服务。在此期间将提供软件更新以及现场支持服务。

反馈

尽管经过仔细审查，本用户指南中仍可能包含错误。如果您对完善本指南有任何建议，请发电子邮
件至 user.guides@brainlab.com 联系我们。

制造商

Brainlab AG

Olof-Palme-Str. 9

81829 Munich

德国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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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律信息

版权所有

本指南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未经 Brainlab 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翻译本指南的任
何部分。

Brainlab 商标

• Airo®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Curve®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非 Brainlab 商标

• Mobius Imaging®、Mobius Imaging 徽标和 MobiCT® 是 Mobius Imaging, LLC 的注册商标。

•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 Artis zeego®、SOMATOM Definition AS® 和 SOMATOM Sensation® 是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的注册商标。

所整合的第三方软件

本产品包括 libtiff 4.0.4 beta，版权© 1988-1997 Sam Leffler 和版权© 1991-1997 Silicon
Graphics。有关版权和许可的完整描述，请参阅：

http://www.simplesystems.org/libtiff

本产品包含 Xerces C++ 软件。

本软件部分基于 Independent JPEG Group 的成果。

CE 标签

• CE 标签表明本 Brainlab 产品符合欧盟委员会指令 93/42/EEC（医
疗器械指令，"MDD"）的基本要求。

• 根据 MDD 中规定的原则，自动配准属于 IIb 类产品。

处置说明

只能按照相应法规处理电气和电子设备。如需了解有关 WEEE（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指令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brainlab.com/en/sustainability

在美国销售

美国联邦法律限制此设备由医师或奉医师之命销售。

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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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

警告

警告

“警告”以三角形警示符号表示，包含因设备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可能伤害、死亡或其它严重后果等
安全性关键信息。

小心

“小心”以圆形警示符号表示，包含与设备可能存在的问题相关的安全性关键信息。此类问题包括
设备故障、设备失灵、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坏。

注

注: 注为斜体格式，指出其它有用提示。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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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预期用途

适应症

Brainlab 导航系统 - 自动配准应用程序 - 是一个软件模块，当与兼容的计算机工作站和兼容的
配准附件结合使用时，可为后续导航应用程序提供“配准”。术中获取的患者数据可以通过确定其
获取时相对于患者的空间位置与手术环境相关联（“配准”）。

在颅脑环境中，它作为 Cranial IGS 系统的一部分：

Brainlab Cranial IGS 系统是一个术中影像引导定位系统，用于辅助微创手术。该系统将徒手探
针（由磁性传感器系统或被动标记传感器系统进行追踪）与导航工作站中正在处理的患者影像数据
上的虚拟计算机影像空间关联。该系统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医疗情形：可能需要进行立体定向外
科手术，以及可以相对于 CT、CTA、MR、X 线、MR、MRA 和基于超声的解剖模型确认刚性解剖结构
（例如颅骨、长骨或椎骨）参照物。

示例手术包括但不限于：

颅脑手术：

• 肿瘤切除

• 颅底手术

• 颅脑活检

• 颅骨切开术/颅骨切除术

• 儿科导管分流放置

• 通用导管分流放置

• 丘脑毁损术/苍白球毁损术

耳鼻喉手术：

• 经蝶窦手术

• 上颌窦造口术

• 筛窦切除术

• 蝶窦切开术/蝶窦探查

• 鼻甲切除术

• 额窦切开术

• 鼻内手术

在脊柱环境中，它作为 Spine & Trauma 3D 系统的一部分：

Spine & Trauma 3D 拟用作术中影像导航定位系统，从而使微创手术顺利完成。该系统将徒手探针
（由被动标记传感器系统进行追踪）与患者术前或术中二维或三维影像数据上的虚拟计算机影像空
间相关联。

Spine & Trauma 3D 实现了医学影像数据的计算机辅助导航，这些数据可由适当的影像获取系统在
术前或术中获取。

本软件借助预校准和其他个别校准的手术工具，提供螺钉植入物的尺寸计划功能以及在坚硬骨骼结
构上进行导航的功能。

该系统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医疗情形：可能需要进行立体定向外科手术，以及可以相对于获取的
影像（CT、MR、二维荧光透视图像或三维荧光透视图像重建）和/或基于影像数据的解剖模型确认
刚性解剖结构（例如颅骨、骨盆、长骨或椎骨）参照物。

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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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器械

如需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器械列表，请参阅使用自动配准的 IGS 系统的软件用户指南。

兼容的术中成像器械

自动配准兼容：

• 影像扫描设备用可粘合平面标记物

• CT 影像扫描设备校准体模

• 患者扫描无菌罩

• DrapeLink 颅脑参考单元

• 带有 3 个标记球的脊柱夹参照阵列

• 带有 4 个标记球的脊柱夹参照阵列

• 脊柱 CT 配准模型（开放手术）

• 脊柱 CT 配准模型（小切口）

• 颅脑和脊柱 CT 配准模型（微创）

• CT 配准模型支撑臂

其他 Brainlab 器械

在本手册发行后，可能会推出其它器械产品。如果您对器械与 Brainlab 软件的兼容性有任何疑
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警告

仅使用 Brainlab 指定的器械和备件。使用未经授权的器械/备件可能会对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或
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安全。

兼容的非 Brainlab 扫描设备

只有 Brainlab 指定的扫描设备才能配合自动配准使用。有关兼容型号的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其它非 Brainlab 设备

警告

使用未经 Brainlab 授权的医疗设备组合可能会对设备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并可
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安全。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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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 Brainlab 软件的兼容性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本系统仅允许安装和使用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要了解有关与 Brainlab 医疗软
件兼容性的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其它 Brainlab 软件

其它兼容的 Brainlab 软件在本用户指南发布后可用。如果您有关于软件兼容性的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只有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才能安装在系统上并在系统上使用。

其它非 Brainlab 软件

警告

仅允许安装 Brainlab 指定的软件并配合自动配准使用。

与 Brainlab 软件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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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培训

Brainlab 培训

为确保安全和正确使用本系统，所有用户在使用本系统前应参加由 Brainlab 代表举办的培训课
程。

责任

警告

本系统仅为外科医生提供帮助，在使用期间不能代替或取代外科医师的经验和/或责任。在没有系
统协助的情况下，用户必须能够继续进行手术。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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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文件

阅读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描述了复杂的医疗器械和手术导航软件，使用时需小心谨慎。系统、器械和软件的所有用
户都必须：

• 在操作设备之前认真阅读用户指南

• 随时将用户指南放在手边

可用的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目录

软件用户指南

• 治疗计划和成像引导导航的概览

• 手术室系统设置的说明

• 详细的软件说明

硬件用户指南
有关放射治疗和手术硬件的详细信息，这些硬件通常归类为大型复
杂器械

器械用户指南 详细的器械操作说明

清洁、消毒和灭菌指南 清洁、消毒和灭菌设备的详细信息

系统用户指南 有关系统设置的综合信息

技术用户指南 系统的详细技术信息，包括规格与合规性

注: 可用的用户指南因 Brainlab 产品而异。如果您对收到的用户指南有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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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2.1 简介 - iAngio 数据

概述

您可以通过自动配准配准在术中获取的患者数据。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需要访问患者标记和/或标
志的标准配准。

自动配准不能配准术前获取的数据。如果术前数据要用于手术的初始阶段，您必须使用其它配准程
序。

注: 有关术中获取的影像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适当的 Spine & Trauma 或 Cranial/ENT 软件
用户指南。
 

开始之前

确保影像扫描设备和相关工作站已经启动并可随时使用，并且已连接影像扫描设备和 Brainlab 系
统。 

使用血管造影扫描设备前，请确认设备上所有警告封条保持在原位且未损坏。如果有任何警告封条
损坏或丢失，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不建议继续进行自动配准。

配准期间移动

警告

在移动患者或手术床之前，确保配准流程已完成且配准精确无误。如果移动任何一者，配准均无法
恢复。

警告

开始配准程序之后，请勿改变参照阵列的位置。

维护

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影像扫描设备校准的精度。该程序应由经过培训的医院技术人
员定期执行。iAngio 数据的服务检查可在本章末尾找到。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如果影像设备长期使用而未进行适当检修，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工作或者可能失准。因此，建议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并安排定期（例如，每隔 6 个月）检查。 

Camera App

Camera 是一项可选功能。自动配准中提供摄像头电机控件相同的功能和按钮，以
及用于调整摄像头或标记位置的较大摄像头视图。

从 Content Manager 中选择 Camera，以实时查看摄像头可见的任何连接设备（例如，跟踪器、标
记、反光镜）。再次选择 Camera 以将其关闭。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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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urve 1.1，Camera 追踪摄像头移动，并包括一个集中按钮。要在距离图上查看可见设备，
请展开 Camera。

其它选项

选项

返回导航软件或工作流程的上一步。

返回 Content Manager。

注: 详情请参阅 Content Manager/Patient Selection 软件用户指南。
 

如何进入自动配准工作流程

步骤

1. 从 Navigation 工作流程中选择 Cranial Navigation 或 Spine & Trauma。

2. 选择 Automatic Registration。

注: 请参阅 Cranial/ENT 或 Spine & Trauma 软件用户指南了解更多信
息。
 

简介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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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扫描准备 - iAngio 数据

扫描注意事项

仅使用来自为 Brainlab 导航配置的检查集和相关系统位置的扫描程序，并仅使用检查集名称中显
示的系统位置。请勿使用任何其他扫描程序进行自动配准。 

• 对于自动配准，一次仅可发送一个 CT 重建

• 请勿对影像数据进行任何更改

• 如果未设置自动传输，在获取影像后，必须将数据立即发送至 Brainlab 导航系统

• 已做计划的影像集不能用于自动配准

警告

只能根据相关扫描参数执行扫描。

警告

仅扫描固定有参照阵列的解剖部位。 大可用导航扫描长度为 30 厘米。

自动配准的预校准程序

影像扫描设备上有一套可用的预配置检查集，其中包含配合 Brainlab 配准和导航使用的预设置。

检查集名称显示所支持的系统位置（例如，Brainlab Left Side 表示系统位置为 Left Side）。

②①

图 1  

步骤

1. 选择检查集名称所显示的系统位置 ①。

2. 从 Brainlab 扫描程序列表中选择适合您手术的程序 ②。

注: 如果您选择 DSA 程序，请不要在 Siemens Syngo 工作平台上选择 Sub 或 Sub MoCo 作为重
建模式（如果您计划将该数据用于自动配准）。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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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配准和扫描

选择扫描程序后，在影像扫描设备上执行设置，如软件中所示。依手术而异，您将看到两个屏幕之
一（例如，左侧的颅脑）。

图 2  

步骤

1. 根据提示调整患者位置和为患者铺设无菌罩。

2. 执行慢动作碰撞检查。

3. 选择 Next。

警告

务必在扫描前执行慢动作碰撞检查，特别注意参照阵列。

患者准备

遵循脊柱和创伤三维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的无菌遮罩说明，以避免因移动影像扫描设备
而引起移位。

仅使用脊柱和创伤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所列的自动配准兼容无菌罩。

请勿为影像扫描设备铺设无菌罩。仅为患者铺设无菌罩。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患者在配
准和扫描期间移动。

扫描准备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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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构检测 - iAngio 数据

检测结构和配准

碰撞检查后，影像扫描设备处于可获取结构位置。

始终在扫描前执行结构检测。

确保摄像头已安放在适当位置，以使血管造影扫描设备上的结构和患者参照阵列处于摄像头视野中
央。

软件可以追踪和显示以下参照阵列：

• 颅脑：

- 4 个标记（DrapeLink 颅脑参考单元）

• 脊柱：

- 3 个标记可透射线的脊柱夹（带有 3 个标记球的脊柱夹的参照阵列）

- 4 个标记可透射线的脊柱夹（带有 4 个标记球的脊柱夹的参照阵列）

如何检测配准结构

软件会检查确认摄像头可看见所有必要的标记结构。结构在视图左侧列为 Visible ①，并显示在

摄像头视图 ② 中。依手术而异，您将看到两个屏幕之一（例如，左侧的颅脑）。

① ②

③③

① ②

图 3  

步骤

1. 软件检测所有需要的标记结构后，影像扫描设备即准备好配准和扫描。

2. 确保结构对摄像头可见。

3.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
患者在配准完成前移动。

注: 只有在呼吸导致阵列移动过多时，才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
 

4. 选择 Register ③
影像获取过程开始。

警告

在配准和扫描期间（例如，在选择 Register 后），请勿移动患者
和/或手术床。

注: 如果标记结构不可见或从视图中删除，它将在左侧显示为灰色，并且 Register 将处
于非活动状态。在继续之前，所有必要结构必须对摄像头可见。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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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像获取 - iAngio 数据

概述

设置患者和影像扫描设备后，自动配准允许您获取三维扫描并将其发送到导航系统。

注意事项

向导航系统手动发送新获取的数据时，请确保发送正确的影像集。

• 在将重建的影像集发送到导航系统之前，请勿对其进行操纵

• 如果未设置自动传输，在获取影像后，必须将数据立即发送至 Brainlab 导航系统

• 已做计划的影像集不能用于自动配准

如何扫描患者和选择数据

图 4  

步骤

1. 当出现提示时，执行扫描。

一旦完成扫描，即让患者呼吸（若您此前让其减少呼吸）。

2. 数据从影像扫描设备发送到导航系统。软件将显示正在接收影像。

注: 如果影像未从影像扫描设备自动发送，则手动发送影像。
 

影像获取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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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验证配准。

恢复配准 - iAngio 数据

如果软件在执行患者扫描期间或之后意外关闭，则软件将检测到先前的配准。

自动配准恢复包括配准在内的患者数据。在导航之前必须仔细验证配准。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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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精度验证 - iAngio 数据

验证自动配准

务必握住探针或器械尖端并将其指向至少三个解剖学标志，然后验证其在软件中的位置，借此验证
配准精确度。

确认患者和数据集配准是否位于正确节段。必须对您将治疗的骨骼结构进行精度检查。

如何验证自动配准

图 5  

步骤

1. 通过用探针接触至少三个标志来验证自动配准。

2. 如果精度可接受，选择 Yes。

精度验证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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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服务检查 - iAngio 数据

执行服务检查

随时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校准精度。

• 定期执行校准精度检查。

•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 服务检查只能由技术人员执行。

注: 服务检查不适用于患者治疗。
 

如何执行服务检查 - iAngio 数据

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服务检查以验证校准精度。

步骤

1.

从工作流程中选择 Service Check。

2. 选择预配置检查集并按照指示设置系统位置。

3. 从 Brainlab 扫描程序列表中选择适合您手术的程序。

4. 按软件所述，执行设置检查。比如：

• 将手术床移入影像扫描设备的视野中

• 将体模定位在等中心中处

• 执行碰撞检查

5. 选择 Next。

6. 将影像扫描设备移动到起始位置。

7. 验证所有结构均在摄像头视图中。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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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选择 Register 继续。

请勿移动任何结构，直到扫描完成。

9. 扫描体模。

10. 数据自动发送到导航系统。进度轮通知您正在获取影像。

注意：如果 Siemens 未配置自动数据推送，请手动发送数据。

服务检查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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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 扫描完成后，软件会通知您服务检查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

如果服务检查不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自动配准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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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阅读有关失败原因的信息并予以解决（如适用）。

12.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服务检查 - iAngi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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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3.1 简介 - Airo

概述

您可以通过自动配准配准在术中获取的患者数据。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需要访问患者标记和/或标
志的标准配准。

自动配准不能配准术前获取的数据。如果术前数据要用于手术的初始阶段，您必须使用其它配准程
序。

注: 有关术中获取的影像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适当的 Spine & Trauma 3D 或 Cranial/ENT 软
件用户指南。
 

开始之前

确保 Airo 已经启动并可随时使用，并使用 Airo 输入面板上的 IGS 以太网端口和 Curve 上的术
中数据端口连接影像扫描设备和 Brainlab 系统。 

遵循 Airo 上的说明让系统进入扫描模式。有关扫描模式或 IGS 以太网端口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Airo 快速参考指南。

配准期间移动

扫描期间请勿移动患者或床。在移动患者或手术床之前，确保配准流程已完成且配准精确无误。如
果移动任何一者，配准均无法恢复。

警告

开始配准程序之后，请勿改变参照阵列的位置。

维护

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影像扫描设备校准的精度。该程序应由经过培训的医院技术人
员定期执行。Airo 的服务检查可在本章末尾找到。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请参阅 Spine & Trauma 3D 或 Cranial/ENT 软件用户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警告

如果影像扫描设备长时间未使用且未进行检修，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工作或者可能失准。建议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并进行定期检查。

Camera App

Camera 是一项可选功能。自动配准中提供摄像头电机控件相同的功能和按钮，以
及用于调整摄像头或标记位置的较大摄像头视图。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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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ontent Manager 中选择 Camera，以实时查看摄像头可见的任何连接设备（例如，跟踪器、标
记、反光镜）。再次选择 Camera 以将其关闭。

对于 Curve 1.1，Camera 追踪摄像头移动，并包括一个集中按钮。要在距离图上查看可见设备，
请展开 Camera。

其它选项

选项

返回导航软件或工作流程的上一步。

返回 Content Manager。

注: 详情请参阅 Content Manager/Patient Selection 软件用户指南。
 

患者选择

您可选择或不选择患者，进入自动配准工作流程。

如果选择一名患者，请确保其与在 Airo 上选择的患者相同。

如何进入自动配准工作流程

自动配准工作流程由 Airo 控制，但需从系统（例如 Curve、Kick）中选择。以下工作流程可进入
自动配准：

步骤

1. 在 Cranial 下，选择 Navigation。

在 Spine & Trauma 下，选择 3D Navigation。

2. 在 Airo 上执行所有步骤（例如，选择患者、设置起始位置）。

3. 在 Set Scan Parameters 屏幕上，确保在 Navigation 下选择 with。

4.

自动配准在导航系统上自动启动。

备选：如何进入自动配准工作流程

步骤

1.

在 Cranial 或 Spine & Trauma 3D 下，选择 Navigation，然后选择 Au‐
tomatic Registration Airo。

2. 在 Airo 上执行所有步骤（例如，选择患者、设置起始位置）。

3. 在 Set Scan Parameters 屏幕上，确保在 Navigation 下选择 with。

简介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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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扫描准备 - Airo

扫描准备

务必在扫描之前执行碰撞检查，要特别注意参照阵列。

仅扫描固定有参照阵列的解剖部位。 大可用导航扫描长度为 30 厘米。

患者准备

警告

对于脊柱手术，确保参照阵列紧紧地固定在脊柱棘突上而非棘突之间的韧带上。建议先执行侧向定
位扫描，之后再执行实际三维配准扫描，并仔细检查夹具位置。

请勿为影像扫描设备铺设无菌罩。仅为患者铺设无菌罩。

仅使用脊柱和创伤三维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所列的 Airo 兼容无菌罩。

遵循脊柱和创伤三维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的无菌遮罩说明，以避免因移动影像扫描设备
而引起移位。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患者在配
准和扫描期间移动。

如果脊柱手术需进行扫描后 90°至 180°床旋转，则仅使用带有 4 个标记的参照阵列。

如何将影像扫描设备与导航系统连接

依手术而异，您将看到两个屏幕之一（例如，左侧的颅脑），显示 Curve 与 Airo 之间成功连接。

图 6  

步骤

在 Airo 上，选择 Next。显示 WELCOME 屏幕。

请参阅 Airo 快速参考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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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o：欢迎页面

图 7  

选项

New Scan，用于启动新的扫描工作流程。

DICOM Viewer，用于显示存储在 Airo 上的现有扫描。

Service Functions，用于显示服务选项（请参阅 Airo 快速参考指南）。

Airo：患者数据

在 WELCOME 屏幕选择 New Scan 之后，将提示您选择患者数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Airo 快速参考指南。

扫描准备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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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选项

New Patient，用于添加新患者。

Existing Patients，用于显示存储在 Airo 上的现有患者。

Hospital，用于显示通过 modality worklist 从医院主服务器发送到 Airo 的患者。

Navigation，用于显示 Curve 上当前选定患者的工作列表。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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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认环旋转 - Airo

Airo：确认环旋转以进行成像

典型的手术室布局要求您将摄像头安放在扫描床底座旁边。因此，扫描方向必须沿着远离底座的方
向，如下所示。

Airo：如何确认环旋转

图 9  

步骤

1. 确认相对于摄像头的环旋转。

2. 要确认扫描方向沿着远离底座的方向，选择 Next。

Airo：如何选择检查部位

步骤

1. 遵循工作流程，选择检查部位和扫描模式（例如 Spine > Lumbar > Helical）。

确认环旋转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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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 Next。

Set Scan Parameters 屏幕打开。

3. 在以下项下选择参数：Kernel Field of View Navigation。

利用此项执行使用或不使用自动配准的扫描。

4. 选择 Next。

系统会自动验证设置设置是否准备好用于导航，并会在系统状态无效时显示警告。

5. 会显示 Verification of image guided surgery setup 屏幕。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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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选择 Next。

如何在 Curve 上调整摄像头

图 10  

步骤

1. 在 Airo 上选择检查部位后，Curve 上的摄像头将会自动调整。

2. 确保摄像头朝向 Airo 且所有配准标记物均在可见范围内。

注: 该功能仅在具有电动摄像头的 Curve 系统上可用。
 

摄像头将会自动移动，可能会与其它设备发生碰撞。确保摄像头邻近区域没有安装在天花
板上的设备。

3. 对于某些系统，您可能会在视图区域 ① 中看到方向箭头。使用这些控件手动调整摄像

头。

可以打开或关闭 Auto Camera ②。如果选择 OFF，则必须手动将摄像头移动到位。

确认环旋转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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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①

②

无自动摄像头可用

如果系统中未包含 Auto Camera，则工具栏上不会显示切换按钮。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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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影像获取 - Airo

概述

设置患者和影像扫描设备后，自动配准允许您获取扫描数据并将其发送到导航系统。

Airo：影像扫描设备起始位置

图 11  

步骤

1. 遵循 Airo 上的工作流程验证扫描参数（请参阅 Airo 快速参考指南），直到影像扫描设
备移动到螺旋/轴向扫描的起始位置。

2. 等到摄像头完成调整。

检测结构和配准

软件会检查确认摄像头可看见所有必要的标记结构。
结构在视图左侧列为 Visible ①，并显示在摄像头视图 ② 中。依手术而异，您将看到两个屏幕

之一（例如，左侧的颅脑）。

影像获取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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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① ②

图 12  

步骤

1. 软件检测所有需要的标记结构后，影像扫描设备即准备好配准和扫描。

注: 确保所有标记结构对摄像头可见。即使未检测到所有结构，您仍然可以执行扫描，但
不能执行配准。 
 

2.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
患者在配准完成前移动。

注: 只有在呼吸导致阵列运动过多时，才让患者暂停呼吸。
 

3. 选择并按住 Airo 上的 Scan。

只要选择扫描按钮，就可执行扫描。

注: 大可用导航扫描长度为 30 厘米。
 

在患者配准直至扫描结束前，请勿移动患者和/或手术床。

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便在配准和扫描期间防止患者移动（仅脊柱手术）。

务必在扫描之前执行碰撞检查，要特别注意参照阵列。

警告

在脊柱手术期间，确保患者扫描无菌罩上没有皱褶遮盖标记物。抚平标记物上方的无菌罩皱褶。

扫描注意事项

始终在扫描之前进行配准。

警告

如需进行扫描后床旋转，则仅使用带有 4 个标记的参照阵列。

警告

确保患者扫描无菌罩上没有皱褶遮盖标记物。抚平标记物上方的无菌罩皱褶。

Curve：执行螺旋或轴向扫描

步骤

1. 一旦完成扫描，即让患者呼吸（若您此前让其减少呼吸）。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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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此屏幕显示已准备好发送数据。

Curve：接收数据

图 13  

步骤

1. 数据从影像扫描设备发送到导航系统。软件将显示正在接收影像。

注: 如果影像未从影像扫描设备自动发送，则手动发送影像。
 

2. 验证配准。

恢复配准 - Airo

如果软件在执行患者扫描期间或之后意外关闭，则软件将检测到先前的配准。

自动配准自动打开并恢复包括配准在内的患者数据。在导航之前必须仔细验证配准。

影像获取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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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精度验证 - Airo

验证自动配准

务必握住探针或器械尖端并将其指向至少三个解剖学标志，然后验证其在软件中的位置，借此验证
配准精确度。

确认患者和数据集配准是否位于正确节段。必须对您将治疗的骨骼结构进行精度检查。

如何验证自动配准

图 14  

步骤

1. 通过用探针接触至少三个标志来验证自动配准。

2. 如果精度可接受，选择 Yes。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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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服务检查 - Airo

执行服务检查

随时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校准精度。

• 定期执行校准精度检查。

•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 服务检查只能由技术人员执行。

注: 服务检查不适用于患者治疗。
 

如何执行服务检查 - Airo

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服务检查以验证校准精度。

步骤

1.

从工作流程中选择 Service Check。

2. 确保已连接影像扫描设备。

3. 选择 Next。

所有步骤均从 Airo 执行。

4. 按软件所述，执行设置检查。比如：

• 将体模定位在等中心中处

• 执行碰撞检查

• 移动机架至起始位置

服务检查 - 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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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选择 Next。

6. 确保所有结构对摄像头可见。

7. 选择 Airo 上 Scan，开始扫描过程。

请勿移动任何物品，直到扫描完成。

8. 软件将数据发送到导航系统。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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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进度轮会通知您正在发送影像。

10. 扫描完成后，软件会通知您服务检查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

如果服务检查不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服务检查 - Airo

40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自动配准 版本 2.0



步骤

阅读有关失败原因的信息并予以解决（如适用）。

11.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自动配准 - AIRO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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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4.1 简介 - iCT 数据

概述

您可以通过自动配准配准在术中获取的患者数据。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需要访问患者标记和/或标
志的标准配准。

自动配准不能配准术前获取的数据。如果术前数据要用于手术的初始阶段，您必须使用其它配准程
序。

注: 有关术中获取的影像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pine & Trauma 或 Cranial/ENT 软件用户指
南。
 

仅单个 CT 数据集应与 iCT 一起发送进行自动配准。您无法发送包括多个数据集的检查。

开始之前

确保影像扫描设备和相关工作站已经启动并可随时使用，并且已连接影像扫描设备和 Brainlab 系
统。 

警告

为了确保正确使用自动配准，请确保只能由接受过培训的人员来操作系统。如不这样做，可能导致
损伤。

警告

如果 CT 影像扫描设备报告出错，影像数据中的坐标精度可能下降。这将影响导航精度。请勿使用
在错误状态后立即获取的影像集。

更改数据

请勿以任何方式更改影像设备上的影像数据（例如旋转、翻转、对比、放大）。确保立即将原始
DICOM 信息直接发送至导航系统进行配准，否则无法执行自动配准。

配准期间移动

警告

在移动患者或手术床之前，确保配准流程已完成且配准精确无误。如果移动任何一者，配准均无法
恢复。

警告

开始配准程序之后（例如，选择 Registration 之后），请勿改变参照阵列的位置。

维护

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影像扫描设备校准的精度。该程序应由经过培训的医院技术人
员定期执行。iCT 数据的服务检查可在本章末尾找到。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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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如果维修技术人员打开了 CT 影像扫描设备的盖罩，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应重新校准影像
扫描设备以进行自动配准。在执行重新校准前，不建议继续进行自动配准。

请参阅器械用户指南，以获得如何使用校准体模 iCT 套装来确保精确校准的说明。

如果自动配准系统组件长时间使用而没有得到适当的维护，系统可能出现故障，或由于部件的老化
而发生损坏。为了预防起见，我们建议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安排每十二个月检查一次。

警告

如果影像扫描设备长时间未使用且未进行检修，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工作或者可能失准。建议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并进行定期检查。 

Camera App

Camera 是一项可选功能。自动配准中提供摄像头电机控件相同的功能和按钮，以
及用于调整摄像头或标记位置的较大摄像头视图。

从 Content Manager 中选择 Camera，以实时查看摄像头可见的任何连接设备（例如，跟踪器、标
记、反光镜）。再次选择 Camera 以将其关闭。

对于 Curve 1.1，Camera 追踪摄像头移动，并包括一个集中按钮。要在距离图上查看可见设备，
请展开 Camera。

有关 Camera 的信息，请参阅 Spine & Trauma 3D 或 Cranial/ENT 软件用户指南。

其它选项

选项

返回导航软件或工作流程的上一步。

返回 Content Manager。

注: 详情请参阅 Content Manager/Patient Selection 软件用户指南。
 

患者选择

您可选择或不选择患者，进入工作流程。

如果选择一名患者，请确保其与在 CT 影像扫描设备上选择的患者相同。

如何进入自动配准工作流程

步骤

1. 从 Navigation 工作流程中选择 Cranial Navigation 或 Spine & Trauma 工作流程。

2.

选择 Automatic Registration。

简介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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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扫描准备 - iCT 数据

扫描注意事项

务必在扫描之前执行碰撞检查，要特别注意参照阵列。

警告

仅扫描固定有参照阵列的解剖部位。 大可用导航扫描长度为 30 厘米。

患者准备

警告

如果 DrapeLink 颅脑参考单元固定至头架，则在扫描过程中请务必小心，避免组件与 CT 影像扫
描设备发生碰撞。请务必执行碰撞检查，如需要，可拆除参照阵列进行扫描。

警告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患者在配
准和扫描期间移动。

对于脊柱手术，确保参照阵列紧紧地固定在脊柱棘突上而非棘突之间的韧带上。建议先执行侧向定
位扫描，之后再执行实际三维配准扫描，并仔细检查夹具位置。

仅使用脊柱和创伤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所列的 iCT 兼容无菌罩，以避免因移动影像扫描
设备而引起移位。

其它警告

大多数 CT 影像扫描设备具有两个激光十字光标。请使用机架中央标示等中心点的激光标记。

注: 一旦配准和扫描过程开始，请勿更改手术床或患者的位置，直至完成配准并验证配准精度。
 

如何准备配准和扫描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以准备扫描。依手术而异，您将看到两个屏幕之一（例如，左侧的颅脑）。

图 15  

步骤

1. 准备患者和影像扫描设备以进行配准。

注: 请勿移动患者或床，直到扫描完成。
 

2. 慢速进行碰撞检查，确保参照阵列避开影像扫描设备。

3. 移动机架至起始位置。

4. 调整摄像头，确保所有相关结构可见。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自动配准 版本 2.0 45



务必在扫描前执行慢动作碰撞检查，特别注意参照阵列。

注: 只有采用倾角为零的机架进行的轴向、顺序和螺旋扫描可用于自动配准 iCT。定位片不能进行
配准。
 

可选：如何选择扫描室

如果影像扫描设备用于多个扫描室，软件自动识别影像扫描设备结构（影像扫描设备结构必须位于
摄像头视野内）。软件自动进入设置检查页面。

图 16  

如果未能自动检测，手动选择扫描室。

步骤

1. 选择 Room 1 或 Room 2（如适用）。

注: 在设置过程中，可能为房间分配不同的名称。
 

2. 选择 Next。

如何设置机架位置

碰撞检查后，影像扫描设备处于可获取结构位置。始终在扫描前执行标记结构检测。

步骤

1. 将影像扫描设备上的机架起始位置重置为零。

2. 确认软件显示的位置 ② 与影像扫描设备的机架位置匹配。

扫描准备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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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①

②

如果显示的机架位置与影像扫描设备上的位置匹配，选择复选框 ①。

在您已将影像扫描设备位置输入软件之后，请勿移动或重置影像扫描设备位置，否则配准将失准。

如何手动调整机架位置

如果机架位置不为零，并且软件未显示正确位置，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手动纠正其位置。

① ② ③

图 17  

步骤

1. 在影像扫描设备上设置机架起始位置。

2. 如果软件中显示的机架位置不正确，请选择铅笔 ② 以打开 Enter Start Position of

Gantry 方框。

3. 使用 +/- 键在软件中手动输入机架的正确起始位置。

4. 确认软件显示的位置 ① 与影像扫描设备的机架位置匹配。

5. 选择 OK。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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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在您已将影像扫描设备位置输入软件之后，请勿移动或重置影像扫描设备位置，否则配准
将失准。

如何检测配准结构

软件会检查确认摄像头可看见所有必要的标记结构。

结构在视图左侧 ① 列为 Visible，并显示在摄像头视图 ② 中。依手术而异，您将看到两个屏幕

之一（例如，左侧的颅脑）。

②

③

②

③

①①

图 18  

步骤

1. 软件检测所有需要的结构后，影像扫描设备即准备好配准和扫描。

2. 确保摄像头已安放在适当位置，以使 CT 影像扫描设备上的结构和患者参照阵列始终处于
摄像头视野中央。

注: 如果结构不可见或从视图中删除，它将在左侧显示为灰色，并且 Register③ 将处于
非活动状态。

必须所有必要结构可见才能继续。
 

3.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
患者在配准完成前移动。

4. 选择 Register。

影像获取过程开始。

注: 请勿移动患者或床，直到扫描完成。
 

扫描准备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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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影像获取 - iCT 数据

概述

设置患者和影像扫描设备后，自动配准允许您获取扫描数据并将其发送到导航系统。

注意事项

只能将单个 CT 影像集发送到 iCT 的自动配准。不能发送包含多个影像集的检查。

对于使用 iCT 的自动配准，一次仅可发送一个 CT 重建。请勿对影像数据进行任何更改。在获取
影像后，必须将数据立即发送至 Brainlab 导航系统。已做计划的影像集不能用于自动配准。

在配准和扫描之间请勿移动患者或床。

警告

只能根据相关扫描参数执行扫描。

如何扫描患者和选择数据

图 19  

步骤

1. 执行扫描。

一旦完成扫描，即让患者呼吸（若您此前让其减少呼吸）。

2. 数据一旦可用，便会从影像扫描设备发送到软件。进度轮将显示正在接收数据。

注: 如果影像数据未从影像扫描设备自动发送，则手动发送数据。
 

3. 验证配准。

注: 您可根据需要移动 CT 影像扫描设备，但请勿移动患者或手术床，直至配准和扫描完成。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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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手动选择配准数据

图 20  

步骤

1. 选择 Select data。

2. 从列表中选择影像集。

3. 选择 Next。

影像获取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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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精度验证 - iCT 数据

验证自动配准

务必握住探针或器械尖端并将其指向至少三个解剖学标志，然后验证其在软件中的位置，借此验证
配准精度。

确认患者和数据集配准是否位于正确节段。必须对您将治疗的骨骼结构进行精度检查。

配准失败

如果自动配准失败或不够准确，建议用户在重新扫描患者之前使用其他配准方法验证配准。

如何验证自动配准

图 21  

步骤

1. 通过用探针接触至少三个标志来验证自动配准。

2. 如果精度可接受，选择 Yes。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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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服务检查 - iCT 数据

执行服务检查

随时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校准精度。

• 定期执行校准精度检查。

•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 服务检查只能由技术人员执行。

注: 服务检查不适用于患者治疗。
 

如何执行服务检查

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服务检查以验证校准精度。

步骤

1.

从工作流程中选择 Service Check。

2. 选择 Room 1 或 Room 2（如适用）。

注: 在设置过程中，可能为房间分配不同的名称。
 

3. 选择 Next。

4. 按软件所述，执行设置检查。比如：

• 将体模定位在等中心中处

• 执行碰撞检查

• 移动机架至起始位置

服务检查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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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选择 Next。

6. 将影像扫描设备上的机架位置重置为零。确认影像扫描设备位置和软件均显示为零。

7. 如适用（即机架位置不为零），请选择铅笔以打开 Enter Start Position of Gantry 方
框，并使用 +/- 键输入正确的机架位置。

①

8. 选择 Confirm Gantry Position ① 继续。

Register 变为活动状态。

9. 确保所有结构都在摄像头视图中。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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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选择 Register 继续。

在此步骤之后，请勿移动影像扫描设备、手术床或校准体模。

11. 扫描体模并将数据发送到导航系统。进度轮会通知您正在发送影像。

12. 扫描完成后，软件会通知您服务检查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服务检查 - iCT 数据

54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自动配准 版本 2.0



步骤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

如果服务检查不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阅读有关失败原因的信息并予以解决（如适用）。

13.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自动配准 - ICT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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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
影

5.1 简介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概述

您可以通过自动配准配准在术中获取的患者数据。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需要访问患者标记和/或标
志的标准配准。

自动配准不能配准术前获取的数据。如果术前数据要用于手术的初始阶段，您必须使用其它配准程
序。

注: 有关术中获取的影像数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适当的 Spine & Trauma 3D 或 Cranial/ENT 软
件用户指南。
 

开始之前

确保影像扫描设备和相关工作站已经启动并可随时使用，并且已连接影像扫描设备和 Brainlab 系
统。

更改数据

请勿以任何方式更改影像设备上的影像数据（例如旋转、翻转、对比、放大）。确保立即将原始
DICOM 信息直接发送至导航系统进行配准，否则无法执行自动配准。

配准期间移动

选择 Register 后，请勿移动患者、参照阵列、配准模型或手术床，直到扫描完成。

如果适用于您的手术（例如，适用于脊柱手术），可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患者在配
准和扫描期间移动。

维护

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配准模型和影像扫描设备的精度。该程序应由经过培训的医院
技术人员定期执行。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影像扫描设备的服务检查可在本章末尾找到。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如果自动配准长时间未使用且未进行检修，系统可能无法正确工作或者可能失准。建议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并进行定期检查。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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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App

Camera 是一项可选功能。自动配准中提供摄像头电机控件相同的功能和按钮，以
及用于调整摄像头或标记位置的较大摄像头视图。

从 Content Manager 中选择 Camera，以实时查看摄像头可见的任何连接设备（例如，跟踪器、标
记、反光镜）。再次选择 Camera 以将其关闭。

有关 Camera 的信息，请参阅 Spine & Trauma 3D 或 Cranial/ENT 软件用户指南。

其它选项

选项

返回导航软件或工作流程的上一步。

返回 Content Manager。

注: 详情请参阅 Content Manager/Patient Selection 软件用户指南。
 

进入自动配准工作流程

步骤

1. 从 Navigation 工作流程中选择 Cranial 或 Spine & Trauma。

2.

选择 Automatic Registration。

扫描注意事项

CT 配准模型必须位于影像扫描设备的视野内（例如，通过多个定位扫描）。这对于成功配准至关
重要。

只能根据相关扫描参数执行扫描。

扫描准备

务必在扫描之前执行碰撞检查，要特别注意参照阵列和配准模型。 

简介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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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颅脑配准 - CT/三维血管造影

患者准备

遵循脊柱和创伤三维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的无菌遮罩说明，以避免因移动影像扫描设备
而引起移位。

如何准备患者 - 颅脑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以准备扫描。

图 22  

步骤

1. 将患者参照和 CT 配准模型连接到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2. 选择 Next。

请参阅 Cranial/ENT 软件用户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如何连接支撑臂

步骤

1. 为患者铺设无菌罩。

2. 将 CT 配准模型的支撑臂连接并固定到手术床侧导轨上。

注：支撑臂非无菌。

3. 将 CT 配准模型连接到支撑臂并通过关闭盖子将其固定。

4. 调整支撑臂，以便将 CT 配准模型放置在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如何执行设置检查 - 颅脑

CT 标记在扫描时显示为白色球体。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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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步骤

1. 使用定位扫描调整影像扫描设备上的 3D 探测范围，类似于软件中的示例。

2. 确保扫描中包含配准模型中的所有 CT 标记。

3. 执行碰撞检查。

注意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阵列不会移动。

4. 选择 Next。

颅脑配准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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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脊柱配准 - CT/三维血管造影

患者准备

建议将 CT 配准模型固定在患者身上（例如，使用无菌胶带）。

遵循脊柱和创伤三维或颅脑/耳鼻喉器械用户指南中的无菌遮罩说明，以避免因移动影像扫描设备
而引起移位。

如何选择配准模型

图 24  

步骤

选择适合您的手术的配准模型：

• Minimally Invasive

• Small Incision

• Open Situs

对于颈椎手术，仅选择 Minimally Invasive。需要支撑臂。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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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微创）

如何执行脊柱配准

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CT 配准模型执行脊柱配准，以进行胸腰椎区域的微创手术。

如何选择治疗区域

如果您选择了蓝色的 Minimally Invasive 配准模型，还必须选择治疗区域。

图 25  

步骤

1. 选择手术的治疗区域：

• Cervical

• Thoracolumbar

2. 选择 Next。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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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备患者 - 胸腰椎区域

图 26  

步骤

1. 将患者参照和配准模型连接到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确保配准模型正确固定在患者身上（例如，使用无菌胶带）。

2. 选择 Next。

如何准备患者 - 颈椎区域

图 27  

步骤

1. 确保支撑臂正确连接。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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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患者参照和配准模型连接到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确保配准模型正确连接到支撑臂。

3. 选择 Next。

如何连接支撑臂

步骤

1. 为患者铺设无菌罩。

2. 将 CT 配准模型的支撑臂连接并固定到手术床侧导轨上。

注：支撑臂非无菌。

3. 将 CT 配准模型连接到支撑臂并通过关闭盖子将其固定。

4. 调整支撑臂，以便将 CT 配准模型放置在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如何执行设置检查 - 微创

CT 配准模型显示在两个视图中（例如，此处用于微创脊柱手术）。

CT 标记在扫描时显示为白色球体。

图 28  

步骤

1. 使用定位扫描调整影像扫描设备上的 3D 探测范围，类似于软件中的示例。

2. 确保扫描中包含配准模型中的所有 CT 标记。

3. 执行碰撞检查。

注意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阵列不会移动。

4. 选择 Next。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微创）

64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自动配准 版本 2.0



5.5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小切口）

如何执行脊柱配准

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CT 配准模型执行脊柱配准，以进行小切口手术。

如何准备患者 - 小切口

图 29  

步骤

1. 将患者参照和配准模型连接到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确保配准模型正确固定在患者身上（例如，使用无菌胶带）。

2. 选择 Next。

如何执行设置检查 - 小切口

配准模型显示在两个视图中。

CT 标记在扫描时显示为白色球体。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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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步骤

1. 使用定位扫描调整影像扫描设备上的 3D 探测范围，类似于软件中的示例。

2. 确保扫描中包含配准模型中的所有 CT 标记。

3. 执行碰撞检查。

注意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阵列不会移动。

4. 选择 Next。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小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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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开放位置）

如何执行脊柱配准

按照以下步骤使用 CT 配准模型执行脊柱配准，以进行开放位置手术。

如何准备患者 - 开放位置

图 31  

步骤

1. 将患者参照和配准模型连接到靠近 ROI 的位置，如软件中所示。

确保配准模型正确固定在患者身上（例如，使用无菌胶带）。

2. 选择 Next。

如何执行设置检查 - 开放位置

CT 配准模型显示在两个视图中。

CT 标记在扫描时显示为白色球体。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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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步骤

1. 使用定位扫描调整影像扫描设备上的 3D 探测范围，类似于软件中的示例。

2. 确保扫描中包含配准模型中的所有 CT 标记。

3. 执行碰撞检查。

注意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阵列不会移动。

4. 选择 Next。

使用配准模型的手术（开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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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结构检测 - CT/三维血管造影

检测结构

碰撞检查后，影像扫描设备处于可获取结构位置。

始终在扫描前执行结构检测。

以下信息将描述如何使用三种 CT 配准模型中的任意一种，以在颅脑手术或脊柱手术中检测结构。

颅脑：如何检测配准结构

软件会检查确认摄像头可看见所有必要的标记结构。结构在视图左侧列为 Visible ①，并显示在

摄像头视图 ② 中。

图 33  

步骤

1. 确保摄像头已安放在适当位置，以便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阵列处于摄像头视野中央。

注: 如果标记结构不可见或从视图中删除，它将在左侧显示为灰色，并且 Register 将处
于非活动状态。必须所有必要结构可见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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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①
通过选择 Movements stopped 复选框 ①，确认选择 Register 后，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

不会发生移动。

3.

Register 变为活动状态，Movements stopped 警告会显示一个红色符号。

完成此步骤后，请勿移动配准模型或患者参照阵列，直到扫描完成。

4. 在开始扫描之前选择 Register。

结构检测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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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系统现已准备好进行扫描。

Movements stopped 警告仍然可见。

始终在扫描前执行配准。

脊柱：如何检测配准结构

软件会检查确认摄像头可看见所有必要的标记结构。结构在视图左侧列为 Visible ①，并显示在

摄像头视图 ② 中。此示例显示胸腰椎和颈椎手术的配准模型：

① ②

图 34  

步骤

1. 确保摄像头已安放在适当位置，以便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阵列始终处于摄像头视野中央。

注: 如果标记结构不可见或从视图中删除，它将在左侧显示为灰色，并且 Register 将处
于非活动状态。必须所有必要结构可见才能继续。
 

2. 考虑让患者暂停或减少呼吸以防止患者移动。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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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①
通过选择 Respiration reduced & movements stopped 复选框 ①，确认选择 Register

后，配准模型和患者参照不会发生移动。

4.

Register 变为活动状态，并且会显示 Respiration reduced & movements stopped 警
告。

完成此步骤后，请勿移动配准模型或患者参照阵列，直到扫描完成。

5. 选择 Register 开始扫描。

结构检测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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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系统现已准备好进行扫描。

Respiration reduced & movements stopped 警告仍然可见。

始终在扫描前执行配准。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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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影像获取 - CT/三维血管造影

概述

设置患者和影像扫描设备后，自动配准允许您获取术中患者数据并将其发送到导航系统。

如何扫描患者和选择数据 - CT/三维血管造影

图 35  

步骤

1. 根据扫描方案获取 3D 扫描并将数据发送到导航系统（DICOM 节点）。

软件会检测是否收到数据并计算配准。

①

2. 如果影像扫描设备上没有配置 Brainlab 导航的 DICOM 节点，请使用工具栏上的 Select
Data ① 选择正确的患者数据进行配准（例如，通过 PACS）。

影像获取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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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从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影像集。

如果此处未列出所需扫描，则 Other Data 按钮将会打开 Content Manager 中的 Patient
Selection。

注: 详情请参阅 Content Manager/Patient Selection 软件用户指南。
 

4. 选择 Next。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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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精度验证 - CT/三维血管造影

验证自动配准

务必握住探针或器械尖端并将其指向至少三个解剖学标志，然后验证其在软件中的位置，借此验证
配准精确度。

确认患者和数据集配准是否位于正确节段。必须对您将治疗的骨骼结构进行精度检查。

如何验证自动配准

对于某些手术，如果您首先删除配准模型，验证自动配准可能会更容易。

图 36  

步骤

1. 通过用探针接触至少三个标志来验证自动配准。

2. 如果精度可接受，选择 Yes。

精度验证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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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服务检查 - CT/三维血管造影

执行服务检查

随时使用影像扫描设备测试工作流程检查配准模型的精度（例如，结构是否已移动、碰撞或掉
落）。

• 定期执行服务检查。

• 服务检查不能取代 Brainlab 进行的定期维护和检查。

• 服务检查只能由技术人员执行。

• 不适用于患者治疗。

建议您的技术人员使用此工作流程在 30 个灭菌周期后验证配准模型。

如何执行服务检查

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服务检查以验证配准精度。屏幕截图是微创配准模型的示例。

步骤

1.

从 Tools 下的工作流程中选择 Service Check。

2. 选择要验证的配准模型。

3. 按软件所述，执行设置检查。比如：

• 将配准模型和校准模型移入影像扫描设备的视野

• 执行碰撞检查

• 如果适用，从手术床中移除支撑垫和泡沫垫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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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选择 Next。

5. 确保所有结构均在摄像头视图中。

6. 选择 Register 继续。

7. 选择 Next 以扫描体模。

8. 软件检测到系统正在接收数据，或者您可以通过从工具栏中选择 Select Data 来手动选择
数据。

服务检查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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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扫描完成后，软件会通知您服务检查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

如果服务检查不成功，将显示以下屏幕：

自动配准 - 通用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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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阅读有关失败原因的信息并予以解决（如适用）。

11. 选择 Next 以完成服务检查。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12. 如果适用，请重复此过程以验证其余的配准模型。

服务检查 - CT/三维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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