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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1.1 联系资料和法律信息

1.1.1 联系资料

支持部门

如果在本指南中找不到所需信息或者遇到了疑问或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地区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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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电话：+44 1223 755 333

support@brainlab.com

西班牙 电话：+34 900 649 115

法国和法语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大洋洲和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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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各个平台至少提供八年维修服务。在此期间提供备件以及现场支持。

Kick 系统使用寿命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每次使用的方法和持续时间，及各次使用之间的处理方
式。使用前对 Kick 系统进行仔细的功能测试和检查，是确定是否达到使用寿命末期的 佳方法。
一般通过使用造成的磨损程度即可判断是否达到使用寿命末期。作为预防性维护的一部分，请遵循
维护说明。

反馈

即便经过仔细审查，本手册也难免出现纰漏。

如果您对完善本手册有任何建议，请通过 igs.manuals@brainlab.com 与我们联系。

制造商

Brainlab AG

Olof-Palme-Str.9

81829 Munich.12

Germany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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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法律信息

版权

本指南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未经 Brainlab 明确书面许可，严禁复制或翻译本指南的任何
部分。

Brainlab 商标

• Kick®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商标。

• Kolibri™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商标。

患者信息

本产品可能受到一项或多项专利或待审批专利申请的保护。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
www.brainlab.com/patent/。

CE 标签

• CE 标签显示 Brainlab 产品符合理事会指令 93/42/EEC 医疗器械指令 (MDD)
的基本要求。

• 根据 MDD 中规定的原则，Kick 属于 IIb 类产品。

注: 我们只能确认 Brainlab 制造的产品 CE 标签有效。
 

处置说明

只能按照法规处理电气设备和电子设备。有关 WEEE（报废电气和电子设备）指令的信
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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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回收说明，请联系 Brainlab。

美国境内销售

本设备的销售受美国联邦法律的限制，只能由医生出售或凭医生处方购买。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声明

按照 FCC 第 15 部分的规定，本设备经过测试，符合 A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旨在为设备
提供合理的保护，防止其在商业环境中运行时受到有害干扰。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并能放射出射频
能量，如不按照说明书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本设备在居民区运行
时可能会产生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消除干扰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如未经合规责任方明确批准而对设备进行任何改制或改造，用户可能丧失使用设备的权利。

本设备符合 FCC 第 15 部分的规定。设备运行时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 此设备不能产生任何
有害干扰，同时 (2) 此设备必须能够接受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非正常运行的干扰。

终用户不得检修本产品中包含的 WLAN 模块。监视器推车上的 WLAN 标签上注有 WLAN 模块的
FCC ID。如对此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联系资料和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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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 号

产品名称：外科手术导航系统

型号：Kick

医疗器械注册编号：国械注进 20183542135
产品技术要求编号：国械注进 20183542135
注册人/生产企业：Brainlab AG 博医来股份公司

注册人住所/生产地址：Olof-Palme-Strasse 9, 81829 Munich

电话：+49 89 99 15 68 0

传真：+49 89 99 15 68 33

中国境内代理人/售后服务代理：博医来（北京）医疗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9 号 8 层 814 室，100020

电话：010-67083937

传真：010-67083953

生产日期：请参阅产品标签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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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号

1.2.1 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

警告

警告

“警告”以三角形警告符号表示。“警告”就误用设备可能导致的人身伤害、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
提供重要的安全信息。

小心

“小心”以圆形小心符号表示。“小心”就设备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安全信息。此类问题包
括设备故障、设备失效、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坏。

备注

注: “备注”以斜体格式显示，表示有用的补充提示。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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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硬件符号

硬件组件上的符号

本系统上可能存在以下符号：

符号 说明

IEC 60601-1 规定的 BF 型应用部件

小心

等电位点

请勿重复使用

非无菌

请勿重复灭菌

已使用环氧乙烷灭菌

包装破损时请勿使用

避免阳光照射

保持干燥

存放的温度条件：每个标签上显示了指定的温度范围

存放的相对湿度（无冷凝）条件：每个标签上显示了指定的湿度范围

存放的气压条件：每个标签上显示了指定的气压范围

无线电设备

2 级无线局域网

包装中的产品数量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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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批号

序列号

货号

到期年月

生产日期

制造商

欧洲共同体中的授权代表

IPXY

IEC 60529 规定的防护等级

• X = 防止固态物进入的等级

• Y = 防止液体进入的等级

设备存在夹手或夹住其他身体部位的危险

请勿直视激光束或将激光束照射至患者面部或眼部

微孔发出激光射线

请勿凝视射束

2 类激光产品

大输出为 1 毫瓦，波长为 635 纳米

倾斜危险：锁定制动器时或有障碍物阻挡设备时，切勿移动系统

待机开关，让设备进入待机模式

请查阅操作说明

请查阅随附的文档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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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期用途

系统预期用途

Kick 系统是用于影像导航手术 (IGS) 的导航平台，其中包括：

• 光学追踪系统

• 一个运行软件的计算机装置

• 一个显示导航情况的显示器，包括供用户与软件交互的触摸功能

使用地点

本系统只能用于医院手术室内。

使用频率

使用频率被定义为每月一次到每周多次不等。

患者人群

患者人群包括可能通过针对此影像导航手术 (IGS) 设备发布的 Brainlab 应用软件进行治疗的患
者。

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相关的软件用户指南。

预期用户特征

下文介绍了本系统的预期用户及其各自的任务：

• 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例如护士）负责在外科手术之前装设系统及在外科手术之后拆除系统。

- 系统装设和拆除工作包括：移动和定位、插线/拔线、开机/关机、系统清洁、连接/断开第三
方设备。

• 灭菌护士负责在手术过程中维持无菌性，包括设备的遮罩。

• 外科医生和/或手术助手使用系统触摸屏来控制在系统上运行的 Brainlab 软件并与之交互。有
关软件使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关的软件用户指南。

• Brainlab 工作人员负责系统维护和支持。

基本性能

由于基本性能由临床功能定义，因此其取决于所用的 Brainlab 应用程序和临床手术。请查阅对应
的软件用户指南，以了解基本性能是否已定义，如已定义，了解是哪一项基本性能。

小心操作硬件

警告

只有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才能操作系统组件和辅助器械。

系统组件和辅助器械包含精密的机械部件，请小心操作。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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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审查

警告

治疗患者前，请审核系统输入和输出的所有信息是否可靠。

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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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器械

Kick 与无菌触笔兼容。

其他 Brainlab 器械

其他器械可能会在本手册发布之后上市。如果您在器械与 Brainlab 软件的兼容性方面有任何问
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警告

只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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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医疗设备 制造商

Kick 监视器无菌罩

Microtek Medical, Inc.

512 Lehmberg Road

Columbus, MS 39702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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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培训和文档

1.5.1 培训

Brainlab 培训

为了确保安全和正确地使用本系统，所有用户均应在使用系统前参加 Brainlab 代表举办的培训课
程。

监督支持

使用本系统进行以计算机辅助导航作为重要手段的外科手术前，如有必要，应在 Brainlab 代表在
场的情况下完成足够多的完整手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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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经验和/或责任。

培训和文档

16 系统用户指南 修订版 1.4 Kick 版本 1.1



1.5.2 文档

术语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在本用户指南中的 Kick 均指“Kick 系统”。

目标读者

本用户指南的目标读者是外科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

相关系统配置

本指南所载信息与以下系统配置有关：

系统配置 货号 设备 货号

Kick 导航工作站 18070
监视器推车 18071

摄像头推车 18072

Kick 升级导航工作站 18078

监视器推车 18071

Kolibri 移动摄像头架 2.0 19801

Kolibri Spectra 摄像头套件 18117

注: 所有设备货号均列于监视器推车背面的系统铭牌上。有关使用 Kolibri 移动摄像头架 2.0 和
Kolibri Spectra 摄像头套件的信息，请参阅随设备提供的相关系统用户指南和技术用户指南。
 

阅读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描述了必须小心使用的复杂医疗设备和外科导航软件。

使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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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时可方便地查阅用户指南

忽略用户指南中的信息（尤其是警告和注意事项）被视为使用不当。

可用的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内容

软件用户指南

• 治疗计划和影像导航概述

• 手术室系统设置说明

• 详细的软件说明

器械用户指南 详细的器械操作说明

清洁、消毒和灭菌指南 有关器械清洁、消毒和灭菌的详细信息

系统用户指南 系统设置的全面信息

技术用户指南 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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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所收到的用户指南有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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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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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概述
2.1 系统组件

Kick 系统

Kick 是用于影像导航手术 (IGS) 的导航平台，其中包括：

• 一个追踪系统

• 一个运行软件的计算机装置（请参阅技术用户指南）

• 一个显示导航情况的显示器，包括供用户与软件交互的触摸功能（请参见第 33 页）

Kick 提供触摸屏和按钮供用户进行交互操作。此外，本系统还提供数个 PC 接口，可连接视频
源、数据传输设备、网络集成或者其他第三方设备。

摄像头的高度可通过伸缩杆进行调整，还可绕着垂直轴和水平轴旋转，以确定适当的追踪位置。

光学追踪的基础

光学追踪由发射并探测红外闪光的摄像头装置来实现。

• 贴在患者参照阵列及器械上的反射元件将红外信号反射回摄像头装置。

• 每个摄像头镜头从不同的角度获取来自反射元件的反射信号并对信号进行数字化。

• Brainlab 软件应用程序利用摄像头输入来计算器械和患者参照阵列的相对三维位置。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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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 Kick

③

⑤

④

⑥

①

②

图 1 

编号 组件 请参见

① 摄像头伸缩杆 第 57 页

② 摄像头 第 49 页

③ 摄像头推车 第 47 页

④ 监视器推车 第 33 页

⑤ 触摸屏 第 35 页

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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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请参见

⑥ 监视器支撑杆 第 33 页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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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摆位

2.2.1 预防措施

系统位置

警告

确保系统安放在适当位置，以便患者无法触摸或接触到设备。

警告

确保系统在安放之后可轻易接通主电源。如果出现故障，必须能够轻而易举地拔下主电源线。

无菌区域

Kick 系统组件未经过灭菌处理。如果盖上无菌罩，监视器推车便可用于患者环境中（请参见第
66 页）。

电磁兼容性

必须根据本指南和技术用户指南中提供的电磁兼容性 (EMC) 信息采用特殊的 EMC 预防措施并投入
使用。

警告

出于 EMC 考虑，请勿将系统组件放于其他设备旁边或与其他设备叠放使用。如果这种情况无法避
免，则检查并确保 Kick 系统运行正常。

系统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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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Kick 系统设置

一般信息

监视器推车和摄像头推车在交付时已预先安装好，可直接使用。

所有系统组件均适合在外科手术期间持续使用。

如何安全放置系统

步骤 请参见

1. 进入手术室前，先移除防护罩。 第 84 页

2. 将设备搬到手术室中。 第 84 页

3.
将系统安放在手术室中。

注: 请勿将摄像头、监视器或 Kick 系统的任何其他部件置于患者正上方。
 

第 24 页

4. 锁定监视器推车和摄像头推车上的所有制动器。 第 86 页

5. 将监视器移到所需的位置。 第 37 页

6. 将摄像头移到所需的位置。 第 57 页

7. 在接线板连接所有线缆。 第 34 页

干扰

如果摄像头的红外线会干扰其他设备，调整这些设备和/或摄像头的位置，以消除干扰情况。

警告

摄像头的红外线可能干扰其他手术室用红外线设备，例如远程控制设备、脉搏血氧计或红外线敏感
显微镜等。

MR 安全性

警告

Kick 系统尚未在 MR 环境中进行测试。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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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手术室摆位

Kick 摆位示例

以下摆位示例仅供参考。如需了解详细摆位说明，请参见相关的软件用户指南。

图 2 

系统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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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正确操作系统

分类 - 监视器推车和摄像头推车

根据 IEC 60601-1，监视器推车和摄像头推车属于 I 类设备，必须接受相应测试。

分类 定义

I 类
指有关电击保护能力的设备分类。可接触到的金属部件或内部金属部件已配备
保护措施，如接地保护接口。

正确操作

警告

手术之前，目视检查手术室中的系统。开始手术之前，确保主电源线已正确连接。若您怀疑设备出
现任何损坏，请勿使用。

警告

手术之前，进行功能测试。确保系统正确启动并且患者数据已正确加载到相关导航应用程序中。

警告

仅经过 Brainlab 培训的人员可以在临床环境中使用该系统。

警告

请勿坐在或站在推车上。请勿靠在推车上，因为这样会引发倾斜危险。

患者安全

警告

系统组件决不可与患者身体直接接触。

修改

请勿对 Kick 系统进行任何修改。只有经 Brainlab 认证的人员才可修改系统。

警告

仅使用 Brainlab 交付的 Kick 组件。请勿对系统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更改系统或将其用于非既
定用途可能对患者、用户或第三方造成严重危害。

电击危险

警告

为预防电击或永久性系统损坏，请勿将监视器、追踪系统或推车置于过于潮湿的环境中。

警告

切勿同时触碰患者和任何系统部件或电气接口，因其可能释放静电。

警告

只能将监视器推车连接到带有接地保护的主电源。否则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警告

请勿触碰插头的电气触点。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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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装置和监视器

追踪装置和监视器属于高精度且易碎的电气设备。请小心操作。

适当定位

警告

为免损害 Kick 系统、其他设备或人员，务必分别在适当的位置移动、停靠和操作系统。

警告

仅可在水平表面上使用该系统。

警告

手术期间 Kick 系统应完全制动。

警告

请勿将摄像头推车、监视器推车或其任何部件置于患者上方。

无线电干扰

警告

本设备仅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使用。本设备可能引起无线电干扰或导致附近其他设备停止运行。可
能需要采用一些缓解措施，如重新定向或重新定位设备，或对相关位置进行屏蔽。

警告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信可能会对设备造成影响。

警告

其他手术室设备可能干扰 Kick 系统，即使其符合 CISPR 的辐射标准亦然。

环境限制

警告

存在含有空气、氧气或一氧化二氮的易燃麻醉剂混合物时，不宜使用本系统组件。

请勿让液体进入系统组件。

请勿将系统组件置于不平稳的地面上，在这类地面上系统可能翻倒并造成严重损坏。

注: 有关操作和存放环境限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技术用户指南。
 

防护罩

手术过程中，将防护罩存放在干净且干燥的地点。

正确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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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检查

2.4.1 概述

间隔时间

须由 Brainlab 支持部门每年执行一次详细检查。

请参见技术用户指南，以了解详细检查信息。

应定期维护和检查 Kick 系统以确保功能性和安全性。

授权

警告

只能由 Brainlab 和/或授权合作伙伴对系统和设备进行维修。触电或严重受伤风险：Kick 系统中
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请勿拆下任何罩盖。所有维修和维护都应该由经过 Brainlab 培训的授权
技术人员来执行。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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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每周和每月检查

授权

只有合格的临床人员有权执行每周和每月检查。

警告

Kick 正用于患者治疗时，请勿执行检查或维护。

每周

组件 检查

接线 目视检查（查看是否存在损坏、扭结、断裂）。

清洁 请参阅第 8 章“清洁”。

每月

组件 检查

一般组件

• 检查是否存在物理损坏

• 标记和铭牌清晰

• 第三方设备（如显微镜）连接的功能

轮子和制动器（监视器
推车和摄像头推车）

功能

摄像头

• 功能

• 目视检查（磨损）

• 两个镜头均清洁，没有擦伤或其他损坏

监视器推车

• 功能

• 监视器固定处的稳定性及触摸屏上的刮痕

• 待机按钮

• 电源 LED

• USB 连接

• 网络连接

监视器推车和摄像头推
车

确认螺丝没有松动或缺失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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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年度电气安全检查

间隔时间

应每年执行一次电气安全检查。

范围

电气安全检查必须包含测试报告表单中指定的所有项目。

请参见技术用户指南，以了解详细的安全检查信息。

授权

只有 Brainlab 支持部门或合格工程师有权执行年度检查。

由非 Brainlab 工作人员执行的检查

只能由受过培训并具备相关技能的合格人员执行电气安全测试。

测试必须由合格的工程师来执行，他们应当：

• 具备对医用电气设备执行安全检查的资格。

• 熟悉产品安全信息和产品说明书，并已阅读和理解用户指南。

• 了解关于工伤和非工伤事故预防措施的 新当地法规。

• 在断定设备不安全时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 Brainlab。

由 Brainlab 工作人员执行检查

• 如果客户现场没有具备适当资质的人员，则由 Brainlab 支持部门执行此项检查并收取一定费
用。

• 如需求助 Brainlab 支持专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安排

已签订维修合同 年度检查

是 由 Brainlab 自发执行。

否 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进行安排。

如何使用测试报告表单

步骤

1. 从技术用户指南复制测试报告。

2. 填写检查结果。

3. 将之作为检查记录留存。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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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故障和退货说明

2.5.1 故障

系统损坏或故障

如遇以下情况，请勿继续使用本系统：

• 主电源线或插头损坏或磨损

• 液体溅入设备中

• 按照操作说明操作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 推车翻倒或罩盖已损坏

• 系统组件的性能显著下降，表明需要检修保养

• 系统漏液

• 系统冒烟

• LED 指示灯报错

警告

如果触摸屏上出现报错消息或者如果报错 LED 亮起（请参见第 46 页和第 61 页），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请勿使用系统。

如何处理损坏或故障

步骤

1. 关闭系统。

2. 从壁装电源插座上拔下系统插头。

3. 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4. 在设备上张贴告示（例如“请勿使用”），以防他人无意中使用。

警告

如果继续使用检查期间发现存在缺陷的设备，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人身伤害。

故障和退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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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退货说明

报告损坏的设备

发现任何存在缺陷的组件时，应立即向 Brainlab 支持部门报告。

Brainlab 支持部门会向您索要：

• 组件货号（列于监视器背面的系统铭牌上）

• 问题说明

维修和更换

Brainlab 支持部门会：

• 为您估算维修或更换成本

• 向您告知您的系统预计恢复正常功能的时间（通常在 48 小时以内）

拆卸组件

仅在 Brainlab 支持部门有所指示时才拆卸存在缺陷的组件。

如何退还组件

步骤

1. 包住组件并妥善包装好，以防组件进一步损坏。

2. 填写并返还传真给您的表单或随换货部件一起附带的表单。

3. 用胶带封好包装箱。

4. 将存在缺陷的组件寄到相应的退货地址，或者按照 Brainlab 支持部门的指示操作。

退货地址

Brainlab AG

RMA Dept.

Kapellenstr.12

85622 Feldkirchen

Germany

Brainlab Inc.

RMA Dept.

5 Westbrook Corporate Center

Suite 1000

Westchester, IL 60154

USA

Brainlab KK

RMA Dept.

Tamachi East Bldg. 2F

3-2-16 Shibaura,

Minato-ku,

Tokyo 108-0023

Japan

Brainlab Ltd.

RMA Dept.

Unit 2102, 21/F, The Hennessy.

256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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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和退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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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视器推车
3.1 组件

推车组件

⑤

⑥

③

②

⑧

⑦

④

图 3 

编号 组件 请参见

① 轮子 第 86 页

② 监视器推车手柄（释放触发器位于手柄背面，图中未显示） 第 71 页

③ 监视器铰链 第 38 页

④ 触摸屏 第 35 页

⑤ 监视器线缆 第 81 页

⑥ 线缆挂钩 第 45 页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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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请参见

⑦ 待机按钮 第 63 页

⑧
监视器推车基座，包含：

• 医用计算机装置

• 接线板

第 34 页

接线板

①

⑦

⑤

⑩

⑧

⑥

⑨

③

②

④

图 4 

编号 组件

① 主电源

② 等电位

③ S-Video In（S-Video 输入）

④ Video In（视频输入）

⑤ Hospital Network（医院网络）

⑥ Intraoperative data（术中数据）

⑦ USB

⑧ 追踪装置（摄像头推车）

⑨ Kolibri 升级摄像头接口

⑩ 显微镜通信和视频输出

注: 未使用的追踪装置端口已加盖。请勿尝试打开端口的盖子。如果您的追踪装置端口要求变更，
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有关接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0 页。
 

组件

34 系统用户指南 修订版 1.4 Kick 版本 1.1



3.2 监视器

一般信息

监视器推车配备了触摸屏监视器。

查看选项因软件应用程序和用户偏好设置而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关的软件用户指南。

不作诊断用途

警告

Kick 触摸屏不符合 DIN EN 6868 且不拟作诊断用途。视频影像不宜作诊断用途。

监视器组件

②

③

①

图 5 

编号 组件

① 监视器释放触发器（监视器手柄背面）

②
主屏幕按钮

注: 此按钮的功能可能因软件应用程序的而异。请参见相关的软件用户指南了解详细信
息。
 

③ USB 端口（用挡板盖住）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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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的使用

• 系统通电时，触摸屏始终开启并且可以使用。

• 每次只能识别一个交互动作。

• 将监视器放在适当位置，以避免干扰手术或手术室人员。

使用前，请清洁触摸屏。

注: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6 页。
 

保护触摸屏表面

警告

请勿使用已损坏的触摸屏。开始手术前，务必检查触摸屏的状况。

请勿在触摸屏上使用尖锐的工具。

正确使用推车

警告

请勿在监视器推车上贴附或悬挂任何物品或倚靠在其上面。这样做可能使推车翻倒。

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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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运动范围

监视器旋转

监视器可通过水平面上的监视器铰链转动：

• 向后转动 22°

• 向前转动 10°

监视器的视角在四个方向上全都至少为 80°。

-22° +10°

图 6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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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活动部件

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监视器未正确摆位，触摸屏的颜色可能无法正确显示。用户的视线必须与触摸屏垂直，以确保
正确看到显示的颜色。

夹伤危险

在定位监视器时请格外小心，不要夹到手指或其他身体部位。可能夹到身体部位的监视器推车关节
包括但不限于：

支撑杆固定压片

监视器手柄（组装期间）

轮子

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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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监视器推车通风

通风区域

①

图 7 

编号 通风区域

① 监视器推车基座（两边）的下侧

确保通风

请勿让无菌罩等物体挡住或盖住系统上的通风口。空气必须经通风口流通，以确保系统正确工作并
避免过热。

请勿将系统置于散热器或加热器通风口附近或之上，也不要让系统受到阳光直射。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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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连接

3.4.1 第三方连接

一般信息

可使用兼容的连接线缆将第三方设备连接到 Kick（请参见第 42 页）。

接口

所有第三方连接和电气接口均位于推车背面。

USB

USB 端口位于接线板上和触摸屏监视器顶部。

将 USB 闪存驱动器连接到本系统之前，请使用杀毒软件对其进行扫描。

只能将已通过合规测试的低功率或自供电 USB 设备连接到本系统（例如 USB 闪存驱动器、鼠标、
键盘、脚踏开关）。请勿连接高功率 USB 设备（例如外部硬盘、智能手机、便携式音乐播放
器）。否则无法保证设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面板连接设备的限制

警告

只能将 Brainlab 指定的设备或 Brainlab 宣布可以兼容的设备连接到 Kick。

警告

与医用电气设备连接的附加设备必须符合相应的 IEC 或 ISO 标准（例如，适用于数据处理设备的
IEC 60950 标准和适用于医疗设备的 IEC 60601-1 标准）。此外，所有配置都应该符合医用电气
系统的要求（请分别参阅 IEC 60601-1-1 或者 IEC 60601-1 第 3 版第 16 条规定）。任何人将
附加设备连接到医用电气设备，都应当对医疗系统进行配置，并有责任确保该系统符合医用电气系
统的要求。请注意，当地法律规定优先于上述要求。如有疑问，请咨询当地代表或技术服务部门。

警告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使用多个插座或延长线。

LAN 连接

视乎在系统上运行的 Brainlab 应用程序以及与医院网络的集成方式，将系统联网可实现患者数据
传输、远程访问、流传输和会话共享。

只能将符合 IEC 标准的设备连接到 LAN 端口。

无线 LAN 连接

通过无线 LAN 连接，可将系统连接到医院网络。无线 LAN 连接的可用性取决于您所在地区。

网络必须符合标准 802.11n 中的定义。

如果无线连接信号差或者没有无线连接，则使用 LAN 线缆联网。传输患者数据时，可使用 USB 闪
存驱动器等工具。

按照当地限制，WLAN 功能不适用于中国大陆。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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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无线系统通信可能干扰附近的其他无线设备。在手术前，请验证确认无线系统连接和其他必要设备
正常工作。

网络环境

仅在安全的网络环境中操作本系统。确保网络受到保护（例如用户身份验证、防火墙），不会遭受
未经授权访问和恶意软件侵害。否则，系统功能可能会因感染恶意软件而无法保障。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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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背部面板连接

兼容的连接线缆

端口 示例 处理

医院网络
以太网端口，用于连接到医院网络或术中数据源（带
宽不超过 1 GB 的网络至少需使用 5e 类 RJ45 网
线）。

接头顶部有一个卡扣，在接头插入端口之后会锁紧。
拔下接头时，按压卡扣后拉出接头。

术中数据

USB
USB 端口用于连接无源 USB 2.0 设备进行患者数据
传输。

摄像头

通过 LEMO 连接，用 Brainlab 摄像头线缆连接摄像
头推车。

插入摄像头线缆直至锁紧。轻轻拉动接头处，验证是
否锁紧。要解除接头锁定，向后拉回卡口，然后拔出
接头。

S-Video 输
入

要与 Brainlab 软件视频交互，使用带有 Mini-Din
Hosiden 插头的 26 AWG 微型同轴电缆（ 长 5
米）将 S-Video 信号源连接到 Brainlab S-Video
分支线缆。

正确对齐带编码的塑料旋钮，然后插入线缆。此接头
无法锁定。

只能使用 4 插脚 Mini-Din Hosiden 接头。类似的
连接器或许看起来合适，却有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S-Video 分
支线缆

用于将 S-Video 信号源连接到 Kick 系统。

将黑色的 BNC 接头连接到接线板上的 S-Video Y 端
口。将白色的 BNC 接头连接到接线板上的 S-Video
C 端口。

显微镜通信

只能通过 Brainlab 显微镜线缆连接显微镜。通过将
所有接头（DVI-I、USB、CVBS）插入对应的端口完成
线缆连接。

有关显微镜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对应的器械用户
指南。

视频输出
视频输出还可用于 DVI 连接。

注: Brainlab 不提供 DVI 线缆。
 

连接

42 系统用户指南 修订版 1.4 Kick 版本 1.1



3.5 接线

一般信息

本节提供有关连接 Kick 系统线缆的信息，这些线缆包括：

• 等电位线缆

• 主电源线

线缆的安全操作

警告

请勿使用已破损或损坏的线缆。

警告

请勿用力拉扯线缆。

警告

请勿在系统开启时连接或断开线缆。

警告

电击危险：请勿在监视器推车开启时触摸线缆插头。

警告

确保追踪系统线缆未连接到除监视器推车和追踪系统以外的任何其他设备。

使用系统之前，确认线缆完好无损。

在系统未使用时或在移动系统之前，断开所有线缆连接并将其挂在线缆挂钩上（请参见第 45
页）。请勿拉拽线缆。

连接线缆时，确保线缆有足够的松弛长度。请勿拉紧线缆或让已连接的线缆处于拉紧状态。

等电位（黄/绿色）线缆

• 将可以同时接触的不同金属部件之间的电位均等化。

• 减小手术中医用电气设备和其他物体的其他导电部件之间可能产生的电位差。

警告

使用系统前，将等电位线缆连接到监视器推车和相应的壁装电源插座。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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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连接等电位线缆

①

图 8 

步骤

1. 将等电位线缆插入监视器推车的等电位端口 ①。

2. 将等电位线缆插入相应的壁装等电位插座。

如何连接主电源线

① ②

图 9 

步骤

1. 将主电源线 ① 连接到监视器推车上的电源端口 ②。

2. 将主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壁装电源插座。

从系统拔下主电源线之前，务必先拔下插入壁装电源插座的那一端。

连接追踪装置

关于使用摄像头线缆将摄像头推车连接到监视器推车的信息，请参见第 50 页。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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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线缆挂钩上

图 10 

如果线缆将与推车保持连接，小心地将线缆捆在一起，然后挂在线缆挂钩上。

监视器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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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LED 指示

电源待机 LED

电源待机 LED 位于监视器推车上的待机按钮中（请参见第 63 页）。

颜色 状态 说明

绿色

熄灭 电子元件处于关闭状态。

缓慢闪烁 电子元件正在启动。等到 LED 长亮后再使用。

长亮 电子元件处于开启状态。系统可以使用。

快速闪烁 检测到错误。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LED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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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摄像头推车
4.1 组件

4.1.1 推车组件

①

③

④

⑧

⑥

②

⑤

⑦

图 11 

编号 组件

① 摄像头推车基座

② 线缆挂钩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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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③
• 伸缩杆

• 螺旋式摄像头线缆（图中未显示）

④ 摄像头调节手柄

⑤ 摄像头

⑥ 摄像头铰链

⑦ 摄像头手柄

⑧ 紧固压片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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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摄像头组件

摄像头

⑤

②

③

⑥

⑦

④

①

图 12 

编号 组件

① 摄像头释放触发器

② 摄像头手柄

③ 定位激光器

④ 镜头

⑤ 照明器过滤器

⑥ 摄像头调节手柄

⑦ 激光触发器

注: 摄像头不包含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部件。
 

红外 LED 阵列

红外 LED 阵列位于镜头内环周围。

红外 LED 阵列是“I 类 LED 产品”。

请勿在 15 厘米距离内直视红外 LED 阵列。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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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接线

一般信息

本节提供有关连接 Kick 系统线缆的信息，这些线缆包括：

• Kick 摄像头线缆

• Kolibri 升级线缆

接线注意事项

警告

电击危险：请勿在监视器推车开启时触摸线缆插头。

警告

请勿在系统开启时连接或断开线缆。

警告

确保除监视器推车外，摄像头线缆不与任何其他设备连接。

警告

请勿用力拉扯线缆。

如何将摄像头推车连接到监视器推车

①

图 13 

步骤

1. 确保监视器推车电源已关闭。

2.
如有必要，将摄像头线缆连接到监视器推车上的摄像头端口。

注: 摄像头线缆通常在系统安装期间连接，而且不需要断开连接。
 

3. 将摄像头线缆连接到摄像头推车上的摄像头端口 ①。

4. 轻轻拉动线缆的每端，确认锁定机制已啮合。

5. 将电源连接到监视器推车和壁装电源插座。

6. 开启监视器推车，启动系统。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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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摄像头线缆

图 14 

断开摄像头线缆时，请勿扭转插头。抓住插头（而非线缆），将其直接拔出。

如何连接 Kolibri 升级包

①

图 15 

监视器推车可与 Kolibri 移动摄像头架和 Kolibri Spectra 摄像头套件配合使用，前提是已购买
此套件作为升级包。

在首次使用之前，必须由 Brainlab 支持部门现场安装升级包。在安装升级包之前，请勿尝试将
Kolibri 移动摄像头架和摄像头连接到 Kick 监视器推车。

只能使用 Brainlab 在升级包中提供的摄像头线缆来连接监视器推车。升级用的摄像头线缆可通过
插头处的白色包胶 ① 来识别。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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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Kolibri 系统组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Kolibri 系统用户指南和技术用户指南。

步骤

1. 确保监视器推车电源已关闭。

2.
将摄像头线缆插入监视器推车。

系统已可使用（请参见第 63 页）。

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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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摄像头的使用

4.3.1 概述

一般信息

摄像头推车：

• 可移动定位摄像头

• 可调整摄像头的角度和高度

• 通过线缆连接到监视器推车

安全使用

在任何特定时间，仅允许一人操作摄像头推车。

使用前，确保摄像头和摄像头推车的所有部件均正常运行，并且为摄像头留有足够的移动空间。

警告

为避免触电，请勿同时接触患者、摄像头推车和/或摄像头。

警告

请勿踩踏或坐在摄像头推车基座上。

警告

请勿在摄像头推车上贴附或悬挂任何物品，因为这可能造成摄像头推车翻倒。

警告

如果线缆明显损坏，请勿使用摄像头推车。

请勿将摄像头推车置于不平坦表面。否则，其可能会自行移动，造成严重损坏。

与有源无线器械联用

请勿将本系统与并非 Brainlab 指定的任何有源无线器械联用。

每次只能使用一个有源无线器械。

即使摄像头还在预热，仍可能建立与无线器械（例如 Z-touch）的通信。

兼容性

只能将摄像头推车与 Brainlab 批准的导航系统联用。

警告

请勿对摄像头组件进行任何更改。更改设备可能对患者、用户或第三方造成严重伤害。

绝对测量

按设计，摄像头不用于绝对测量。摄像头旨在提供可追踪器械的相对位置。

小心操作

摄像头为高灵敏度光学器件。请小心操作。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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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和清洁度

警告

在手术之前，务必检查摄像头的清洁度以及是否损坏。如果摄像头受损或镜头内环出现划痕，请勿
使用。

警告

如果摄像头推车不能稳固地支撑摄像头，请勿使用。

警告

如果照明器滤光器或镜头脏污，请勿使用摄像头。

气流

警告

请勿阻挡摄像头周围的正常气流（例如盖上无菌罩）。否则，摄像头的工作环境参数可能超出其推
荐阈值。请勿尝试以未经 Brainlab 批准的方式保护或遮盖摄像头。

打开摄像头

摄像头推车通过线缆连接到监视器推车后，一旦开启监视器推车，摄像头推车会随即启动（请参见
第 63 页）。

预热时间

每次给摄像头通电时，通常需要 2 分钟的预热时间。如果摄像头存放在低温环境中，预热时间可
能更长。

摄像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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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运动范围

一般信息

警告

评估伸缩臂的运动范围，确保您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以免其碰到天花板、设备或人员。

摄像头推车高度

从地板到摄像头顶部，摄像头推车 大高度可达 235 厘米。

摄像头镜头中点的 大高度为 223 厘米。

摄像头运动范围

• 水平轴：水平轴下方 10°至 65°

• 垂直轴：±45°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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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工作形态

如何将摄像头推车置于工作形态

步骤

1. 确保摄像头推车处于搬运形态（请参见第 84 页）。

2.
使用摄像头手柄，将摄像头推车移到所需位置。

注: 进入手术室前，先移除防护罩。
 

3. 将 4 个车轮制动器全部锁定（请参见第 86 页）。

4. 视需要调节摄像头高度（请参见第 57 页）。

5. 握住摄像头调节手柄并将摄像头移到所需位置，视需要使用摄像头定位激光器。

6. 将摄像头线缆插入监视器推车。

定位考虑事项

如果摄像头发出的红外线干扰其他设备，重新调整摄像头和/或受影响设备的位置，直至干扰不复
存在。

警告

无菌罩或光亮表面等反射的红外线可能影响摄像头正确追踪器械的能力。摄像头的红外线亦可能如
此，它会干扰其他设备，例如脉搏血氧计、远程控制系统或红外线敏感显微镜。

安全定位

警告

当摄像头推车处于工作形态时，将 4 个车轮制动器全部锁定。

警告

请勿将摄像头推车或其任何部件置于患者上方。

摄像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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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调节摄像头推车

如何调节高度

②

①

图 16 

步骤

1. 打开紧固压片 ①。

2.

使用摄像头手柄和伸缩杆的上端来调高或调低摄像头。

视需要参照伸缩杆上的编号 ②。

注: 摄像头伸缩杆具有空气断路功能，可预防在紧固压片打开时伸缩杆迅速下落。
 

系统接合处

警告

调节推车的伸缩杆时请小心，切勿让手指或其他身体部位不慎卡在系统接合处。

如何调节摄像头

摄像头的头部可垂直和水平调节。

步骤

1. 握住摄像头调节手柄并将摄像头移到所需位置。

2. 使用定位激光器协助进行调节。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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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激光器

②

①

图 17 

按激光触发器 ①（位于调节手柄后面）以激活定位激光器。

定位激光器以“LASER APERTURE”② 字样标示。

请勿遮盖激光孔。

警告

请勿直视激光发射孔。摄像头的 2 级激光模块发出的可见辐射可能对人眼有害。近距离直视激光
二极管辐射可能损害眼睛。

警告

如未使用本手册所述的定位激光器，可能导致人员暴露于有害的辐射。

警告

请勿将定位激光器直接对着患者或用户的眼睛。务必考虑到，在手术过程中，某些用户的移动可能
受到限制，患者可能无法闭上双眼或扭头避开发射的激光。

夹伤危险

在定位摄像头推车时请格外小心，不要夹到手指或其他身体部位。可能夹到身体部位的摄像头推车
关节包括但不限于：

摄像头手柄（组装期间）

摄像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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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旋转铰链

支撑杆固定压片

轮子

安全操作

警告

切勿将摄像头置于患者上方。

警告

调整摄像头位置时，请注意摄像头推车或其任何部件可能无意中移动。

警告

摄像头装置的组件均为精密、敏感的光学器械。摄像头掉落或振动可能导致校准误差。

警告

切勿触摸摄像头镜头。镜头上的脏污可导致追踪失真。

摄像头视野

定位摄像头，使操作区域位于摄像头视野的中心。摄像头距操作区域的 佳工作距离为 1.2 到
1.8 米。

如果器械不在摄像头视野范围内，则无法对其进行追踪。

导航软件显示摄像头视野对话（请参见软件用户指南），可帮助您确定 佳摄像头位置。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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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警告

垂直于摄像头视图方向的平面测量精度高于平行于摄像头视图方向的平面测量精度。定位摄像头时
应将此考虑在内。

警告

切勿在摄像头与被追踪的器械之间放置任何透明或半透明的物体（例如箔片或玻璃）。

警告

确保无任何高反射性物体或光源干扰摄像头视图。反射产生的伪影会降低准确度，尤其是配准期
间。

摄像头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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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ED 和声音信号

图解

① ③②

图 19 

编号 组件

① 电源 LED

② 状态 LED

③ 错误 LED

LED 指示

LED 状态 指示

电源 LED ①

绿色灯闪烁 摄像头正在预热。

绿色灯长亮 摄像头可以开始使用。

熄灭

• 摄像头推车未通电。

• 如果系统已通电，确保摄像头推车已连接。

• 如果摄像头推车已正确通电，而电源 LED 仍未亮起（即使
仍可进行导航），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状态 LED ②
绿色灯长亮 通信连接已建立。

熄灭 如果摄像头推车已连接，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错误 LED ③

熄灭 未检测到错误。

琥珀色灯闪烁
检测到错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即使仍可进行导
航）。

琥珀色灯长亮
摄像头故障：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即使仍可进行导
航）。

摄像头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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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电源 LED 或状态 LED 未发出任何信号，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即使仍可进行导
航）。
 

声音信号

出现下列情况时，摄像头将发出两次蜂鸣声：

• 进行重置时

• 系统通电时

• 连接到 Brainlab 软件时

LED 和声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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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本系统
5.1 开启系统

电源

警告

使用类型铭牌上指明的电源来为系统供电。如果您不确定可用的电源类型，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
部门或当地电力公司。使用不当的电源可能严重损坏系统。

警告

仅在所有相关设备全部关闭时才建立或中断电气连接。

警告

仅使用系统附带的主电源线来连接系统。请勿使用延长线。

如何开启系统

①

②

图 20 

使用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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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确保所有必要的线缆已连接到连接面板（请参见第 34 页）。

2. 接通监视器推车的主电源（请参见第 44 页）。

3. 按下待机按钮 ② 启动系统。

开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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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关机

数据丢失

仅在设备完全关闭后再拔掉主电源插头。断开电源前未遵循系统关闭步骤，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
数据丢失。

如何关闭

步骤

1. 使用软件或短暂按下待机按钮 ① 即可关闭系统。

2. 当监视器推车电源 LED 熄灭时，拔出线缆插头，收起所有线缆，并妥善存放设备。

警告

连接或断开其他线缆前，请拔掉主电源插头。

待机按钮不会使监视器推车与主电源电压断开。拔掉主电源线，确保彻底断电。

如何重置

步骤

要重置计算机（如果系统已冻结或尚未完全关闭），持续按待机按钮 ① 4 秒钟，直至系统关

闭。

等待 10 秒钟，然后再次按待机按钮重启系统。

等待时间

系统与线电压断开连接后，在重新连接前，请至少等待 10 秒钟。

启动过程中请勿关闭系统。否则，硬盘上的配置文件和其他数据可能损坏或丢失。

紧急情况

仅在紧急情况下，拔掉可拆卸主电源线，以便同时断开所有供电电极的连接。

使用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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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无菌使用

5.3.1 无菌 Kick 监视器无菌罩

一般信息

可使用 Brainlab 提供的 Kick 监视器无菌罩覆盖监视器。

使用无菌罩，您可以在进行外科手术时，访问所有软件功能和定位监视器，而不会影响无菌区域。

包装

Kick 监视器无菌罩在交付时已灭菌。确保无菌罩包装上无破洞或裂缝。

警告

使用前，检查无菌罩包装上的有效期。如果有效期已到，请将无菌罩丢弃，不要使用。

如果无菌罩包装已破损或撕裂，请勿使用。

如何拆开无菌罩包装

① ②

图 21 

步骤

1. 确保包装无破洞。

2. 剥开无菌罩封条 ①。

3. 在无菌环境下将无菌罩从包装中取出 ②。

警告

无菌罩在交付时已灭菌。如果无菌罩的外侧在拆封或临床使用期间接触到未灭菌的环境，必须将其
丢弃。

无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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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遮盖监视器

②

①

图 22 

步骤

1. 双手在方向箭头 ① 的左右两侧握住无菌罩。

2. 将无菌罩折边包在监视器上，以使方向箭头位于监视器背面且指向下方 ②。

如何固定无菌罩

②

①

图 23 

步骤

1.
剥掉无菌罩上部的其中一条胶粘带的底纸 ①，将胶粘带贴在监视器背面。

重复此操作，直至三条胶粘带全部贴到监视器背面。

使用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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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剥掉无菌罩下部的其中一条胶粘带的底纸 ②，将胶粘带贴在监视器支撑杆上。

对无菌罩下部的另一条胶粘带进行同样的操作。

已遮盖的 Kick

图 24 

操作已遮盖的触摸屏

警告

请勿用尖锐工具触碰无菌罩。

警告

要使无菌区域保持无菌，仅可触碰无菌罩覆盖的触摸屏和监视器外壳部分。

处置

使用后请弃置无菌罩。

无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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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无菌触笔

一般信息

① ②

图 25 

编号 组件

① 握柄（在使用过程中保持无菌）

② 笔尖

警告

请勿使用包装已经破损的无菌触笔。

警告

打开前确认无菌包装上的有效期限尚未失效。如果产品已经过期，请立即丢弃。

仅将无菌触笔用于与触摸屏交互。请勿在触摸屏上使用尖锐的工具。

如何从包装中取出无菌触笔

图 26 

使用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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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让另一个人从分配器中取出包装好的无菌触笔，然后撕开封口处折边露出握柄。

2. 让这个人两手分握封口处折边，本人握住握柄将无菌触笔从包装中取出。

警告

务必要撕开封口处折边取出无菌触笔，不要用无菌触笔刺破无菌包装。

警告

无菌触笔在供货时已灭菌。如果无菌触笔在打开包装或使用的过程中接触到未灭菌的环境，请立即
丢弃。

如何使用无菌触笔

图 27 

步骤

要点按按钮或激活功能，用无菌触笔笔尖触碰监视器上的对应区域。

无菌区域

警告

如果触摸屏未用无菌罩遮盖，仅可使用无菌触笔来操控 Kick 触摸屏，借此维护无菌区域。

警告

使用无菌触笔触碰触摸屏之后，请勿触碰无菌触笔的笔尖。在无菌触笔触碰触摸屏之后，请勿将无
菌触笔放回无菌工作台。

警告

不要让患者触碰无菌触笔。不要让液体与无菌触笔发生接触。如果无菌触笔接触到患者或液体，请
立即丢弃。

处置

警告

为保持无菌状态，请在每次使用无菌触笔与触摸屏交互后丢弃无菌触笔。

无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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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组装、搬运和存放
6.1 组装

6.1.1 组装摄像头推车

组装工作流程

由于搬运箱的布局，始终应先组装摄像头推车。

步骤

1. 将摄像头伸缩杆插入摄像头推车基座。

2. 将螺旋线缆卡到摄像头伸缩杆顶部。

3. 将摄像头安装到摄像头伸缩杆上。

4. 将摄像头线缆连接到摄像头。

注: 本节载有每个步骤的详细说明。
 

如何安装支撑杆

①

②

③

图 28 

步骤

1. 提起支撑杆固定压片 ①。

2. 将螺旋线缆 ② 撩开，同时将摄像头伸缩杆的底端滑入摄像头推车基座 ③。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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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牢固合紧支撑杆固定压片。

如何将线缆夹到支撑杆

① ② ③

图 29 

步骤

1.
沿着摄像头伸缩杆轻轻拉扯螺旋线缆 ①，拉伸幅度使之能靠近穿线管道，并且在未施力的

情况下便可轻易插入管道中。

2. 将线缆夹 ③ 压入伸缩杆中对应的凹槽 ② 内。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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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装摄像头

② ③①

图 30 

步骤

1.
握住摄像头和摄像头手柄，同时将摄像头手柄滑入摄像头伸缩杆的末端 ①。

摄像头牢固安装时，释放触发器会发出咔哒声。

2. 将摄像头线缆 ③ 插入摄像头 ② 对应的端口中。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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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组装监视器推车

组装工作流程

步骤

1. 将监视器支撑杆插入监视器推车基座。

2. 将监视器线缆卡到监视器支撑杆顶部。

3. 将监视器安装到监视器支撑杆上。

4. 将监视器线缆连接到监视器。

注: 本节载有每个步骤的详细说明。
 

如何安装支撑杆

①

②

③

图 31 

步骤

1. 提起支撑杆固定压片 ③。

2. 将监视器线缆 ② 撩开，同时将监视器支撑杆的底端滑入监视器推车基座 ①。

3. 牢固合紧支撑杆固定压片。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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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线缆夹到支撑杆

① ②

图 32 

步骤

1. 沿着监视器支撑杆往上拉监视器线缆，以便穿过插线管道。

2. 将线缆夹 ② 压入伸缩杆中对应的凹槽 ① 内。

如何安装监视器

②

③

①

图 33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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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握住监视器框架和监视器手柄，将监视器手柄滑入监视器支撑杆的末端 ①。

监视器牢固安装时，释放触发器会发出咔哒声。

2. 打开监视器背面的挡板 ②。

3.
将监视器线缆连接到监视器并固定插销 ③。

一旦安装好，关闭监视器背面的挡板 ②。

组装

76 系统用户指南 修订版 1.4 Kick 版本 1.1



6.2 防护罩

一般信息

在搬运和存放期间，必须使用监视器和摄像头防护罩，以防敏感组件受损。

警告

系统运行时，请勿给摄像头或监视器套上防护罩。否则，系统可能过热并严重受损。在使用防护罩
之前，确保系统已关闭且完全冷却。

为免监视器和摄像头受损，请在搬运或存放之前为其套上防护罩。

在使用监视器防护罩之前，请清洁触摸屏（请参见第 91 页）。

如何为监视器套上防护罩

图 34 

步骤

1. 关闭系统、断开电源并拔掉线缆。

2. 待监视器冷却后，将监视器防护罩套在监视器上。

3. 确保防护罩妥善罩住监视器。

如何为摄像头套上防护罩

①

图 35 

步骤

1. 确保摄像头推车已保证在停靠形态（请参见第 84 页），摄像头已关闭且完全冷却。

2. 将摄像头防护罩套在摄像头前面。

3. 用维可牢绑带 ① 固定防护罩。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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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过热，在使用防护罩之前，确保摄像头已至少关闭 5 分钟。

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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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医院外搬运

6.3.1 一般信息

预防措施

在开始组装和拆卸组件之前，请考虑其重量（请参见技术用户指南）。

警告

组装好之后，确保两台推车的所有控制杆均牢固闭合。验证确认所有机械连接正确且牢固。

警告

在组装和拆卸过程中，系统组件仅可由具备适当体能的人员（例如不能是孕妇）搬抬。

搬运箱

图 36 

如果推车打包放在搬运箱内，则在使用前必须对其进行组装。

夹伤危险

请格外小心，不要让搬运箱的活动部件夹到手指或其他身体部位。可能夹到身体部位的接合处包括
但不限于：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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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伸缩手柄

拉链

轮子

搬运期间

安排两个人来搬抬和装载搬运箱。

如采用汽车搬运：

• 固定搬运箱，尤其是将搬运箱置于汽车后座时。

如采用飞机搬运：

• 建议将搬运箱作为大件行李来办理登机手续。

• 仅按本用户指南中的说明将系统组件打包放入搬运箱中。

• 将监视器推车基座和监视器打包在一个箱子中会超出大多数航空公司的重量限制。

警告

确保搬运箱在搬运（例如汽车搬运）过程中牢牢固定。

搬运后

搬运后，等到系统已调节至室温再进行操作。

医院外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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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使用搬运箱搬运 Kick 系统

开始之前

在开始组装和拆卸组件之前，请考虑其重量（请参见技术用户指南）。

警告

在组装和拆卸过程中，系统组件仅可由具备适当体能的人员（例如不能是孕妇）搬抬。

拆卸前，为监视器和摄像头罩上防护罩。

一般信息

在医院外搬运本系统需要三个搬运箱：

• 用于搬运监视器推车基座和摄像头的搬运箱

• 用于搬运摄像头推车基座和监视器的搬运箱

• 用于搬运推车支撑杆和线缆的斜挎包

为将本系统打包放入箱子，必须将其拆卸。由于搬运箱的布局，始终应先拆卸监视器推车。

搬运箱的设计是为了方便将拆卸的每个零件直接放入箱子。

如何准备监视器推车进行搬运

①

图 37 

步骤

1. 在您开始拆卸之前，移除两个箱子顶部和中间的泡沫插片。

2. 打开插销，断开监视器线缆与监视器背面的连接。

3.
按压监视器手柄上的释放触发器，将监视器从支撑杆上移除。

将监视器放入对应的箱子中。

4. 向后拉监视器线缆夹，以断开监视器线缆与支撑杆的连接。

5.
向上掀起支撑杆固定压片，并从监视器推车基座上拆除支撑杆。

将支撑杆放入斜挎包。

6. 将监视器推车基座放入对应的箱子中。

7. 将中间的泡沫插片 ① 放回箱子中，将监视器线缆穿过插片中的孔。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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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备摄像头推车进行搬运

①

图 38 

步骤

1. 将摄像头伸缩臂降至 低高度形态。

2. 断开摄像头线缆与摄像头的连接。

3.
按压摄像头手柄上的释放触发器，将摄像头从支撑杆上移除。

将摄像头放入对应的箱子（在监视器推车基座顶部）。

4.
向后拉摄像头线缆夹，以断开螺旋线缆与支撑杆的连接。

如有需要，轻轻地向上拉伸螺旋线缆，直至可以轻易将其从支撑杆管道拉出。

5.
向上掀起支撑杆固定压片，并从摄像头推车基座上拆除摄像头伸缩杆。

将支撑杆放入斜挎包。

6. 将摄像头推车基座放入对应的箱子中。

7. 关闭箱子前，将顶部泡沫插片放入箱子 ①。

医院外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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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医院内搬运

6.4.1 预防措施

开始之前

警告

仅在推车保证在搬运形态时才移动推车（请参见第 84 页）。

警告

移动系统前先打开所有制动器。轮子锁定时，请勿尝试移动监视器推车或摄像头推车，否则推车可
能翻倒。

警告

确保拟行走的道路没有障碍物。避开门阶或可能放在地上的物体。搬运过程中请勿碾压系统线缆。

搬运前，断开摄像头推车与监视器推车的连接。

避免振动

在移动和存放时，避免振动和撞击。

系统开启时，请勿移动。系统受到强烈振动或撞击可能损坏，并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数据丢失。

平坦表面

警告

切勿在倾斜度超过 10°的表面上搬运系统。在倾斜的表面上，系统的移动速度会加快。倾斜的表
面可能使系统翻倒。

安全移动

警告

移动系统的速度请勿超过控制的步行速度。

请勿以拉扯线缆的方式移动系统。

至少应安排一个人来监督系统的搬运，以免与其他设备、设施或人员发生碰撞。

搬运后

警告

请勿在技术用户指南指定的环境条件以外搬运或存放系统。否则可能导致摄像头丧失校准精确度。

搬运后，等到系统已调节至室温再进行操作。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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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正确的搬运程序

停靠和搬运形态

监视器推车：

• 必须采用直立形态进行搬运。

• 须与监视器推车保持连接的主电源线和任何其他线缆必须挂在线缆挂钩上。

摄像头推车：

• 必须采用直立形态且面向前方进行移动。

• 设为 低高度且所有紧固压片牢固闭合，否则摄像头伸缩杆可能与门框或其他设备等发生碰撞。

• 摄像头线缆必须挂在线缆挂钩上。

如何搬运 Kick 系统

① ②

图 39 

步骤

1. 使用手柄 ① 搬运摄像头推车。

2. 使用手柄 ② 搬运监视器推车。

只能通过紧紧握住上述手柄来移动推车。请勿使用监视器线缆或摄像头线缆来移动推车。

医院内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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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搬运过程中的障碍 - Kick

如果路面不平（例如，各个房间地面的高度难免有差异），请遵循适当步骤克服这一障碍。

步骤

1.
将摄像头推车拉到高度差异点，然后小心轻微地倾斜推车，过台阶时每次移动一个轮子。

注: 请勿提起整个推车。小心不要过度倾斜推车，否则将会翻倒。
 

2.
将监视器推车拉到高度差异点，然后小心轻微地倾斜推车，过台阶时每次移动一个轮子。

注: 请勿提起整个推车。小心不要过度倾斜推车，否则将会翻倒。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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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停靠和存放

6.5.1 制动器

一般信息

摄像头推车和监视器推车上的每个轮子各自都配备脚踏制动器，以便轻松搬运和安全停靠。

警告

存放、停靠或使用推车时，将所有制动器完全锁定。

搬运前

警告

移动系统前先解锁所有制动器。

如何锁定/解锁制动器

① ②

③

图 40 

选项

要锁定制动器，可用脚踩下制动踏板 ③ 直至其啮合到锁定位置 ①。

要解锁制动器，可向上推制动踏板 ③ 直至其与啮合到解锁位置 ②。

停靠和存放

86 系统用户指南 修订版 1.4 Kick 版本 1.1



6.5.2 停靠推车

一般信息

未使用系统时，务必将推车保证在搬运和停靠形态（请参见第 84 页）。

警告

切勿将推车停靠在倾斜度大于 5°的表面或者在此表面上将推车转为非搬运形态。

安全停靠

警告

推车仅可停靠在水平表面上。

警告

停靠时，确保所有车轮制动器已锁定。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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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存放

安全存放

警告

存放本系统时，务必使用防护罩（请参见第 77 页）。

环境要求

请参见技术用户指南，了解详细环境限制。

规格 搬运/存放条件

温度 -10°C 到 45°C（时间不超过 15 周）

湿度 10% 到 90%（无冷凝）

压力 500 到 1,060 百帕

注: 搬运/储存参数值适用于保存在运输箱中的系统。
 

停靠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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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长期存放

一般信息

长时间存放系统之前和之后，必须采取以下步骤确保系统正常工作。

存放 1-6 个月

将系统存放 1-6 个月之前：

步骤

1. 拔下所有外部线缆，将其与设备存放在一起。

2. 使用防护罩遮盖摄像头和监视器。

3. 将设备存放在干燥的位置，温度介于 21°C 到 30°C 之间。

使用已存放约 3 个月的设备之前：

步骤

1. 清洁设备（请参见第 91 页）。

2. 将设备用于手术之前，启动系统并确认功能正常（请参见第 63 页）。

存放 6 个月或以上

将系统存放 6 个月或以上之前：

步骤

1. 拔下所有外部线缆，将其与设备存放在一起。

2. 使用防护罩遮盖摄像头和监视器。

3. 将设备存放在干燥的位置，温度介于 21°C 到 30°C 之间。

使用已存放 6 个月或以上的设备之前：

步骤

1. 清洁设备（请参见第 91 页）。

2.
反复进行测试，验证设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由 Brainlab 提供，请参见技术用户指
南）。

3. 将设备用于手术之前，启动系统并确认其正常工作（请参见第 63 页）。

处置

如果不再打算使用系统，请参阅第 8 页的处置信息。

组装、搬运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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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洁
7.1 预防措施

开始之前

警告

开始清洁之前，确保已彻底关闭系统并切断主电源。

不要自动消毒

请勿对 Kick 组件执行自动清洁和消毒程序。

请勿让 Kick 系统受到紫外线直射，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不要灭菌

请勿对 Kick 系统组件进行灭菌。灭菌时的高温可能损坏组件。

消毒剂相容性

只能使用以下类型的消毒剂清洁 Kick 系统：

消毒剂类型 示例

醇基 1) Meliseptol、Mikrozid AF Liquid

烷基胺基 2% 的 Incidin Plus

活性氧基 Perform

醛基/氯化物基 Antiseptica Kombi - Flächendesinfektion

注: 只能使用您所在特定市场中发售的表面消毒剂。
 

注: 表面消毒剂可能会留下残余物。使用干布即可轻松擦除这些残余物。
 

务必严格遵守消毒剂制造商的指示。

使用非指定的清洁液、消毒巾或清洁步骤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建议只使用经 Brainlab 确认的消
毒剂，以免损坏系统。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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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液体

确保没有液体进入 Kick 系统组件，否则可能损坏组件和/或电子器件。系统组件无防水保护功
能。

多只能使用湿布进行清洁。其他方法可能会导致液体进入系统并造成损坏。

预防措施

92 系统用户指南 修订版 1.4 Kick 版本 1.1



7.2 Kick 系统

如何清洁监视器推车

步骤

1. 关闭系统并拔掉主电源插头（请参见第 65 页）。

2. 按照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使用表面消毒剂清洁所有外壳表面。

3. 小心清洁接口，确保没有液体进入系统中。

4. 使用无绒布蘸上不留痕的表面消毒剂清洁触摸屏。

如何清洁摄像头推车

步骤

1. 关闭监视器推车（请参见第 65 页），然后断开摄像头线缆。

2.
除了摄像头之外，按照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使用表面消毒剂清洁所有其他表面。

注: 注意不要将摄像头外壳上的碎屑擦拭到照明器过滤器和镜头上。
 

3. 小心清洁接口，确保没有液体进入系统中。

如何清洁镜头和照明器过滤器

步骤

1. 关闭监视器推车（请参见第 65 页），然后断开摄像头线缆。

2.
使用摄影镜头除尘器（镜头刷）清除照明器滤光器和镜头上的灰尘。

请用镜头刷沿一个方向刷过整个表面，并轻轻擦拭。

3. 使用含有 70% 异丙醇或 Meliseptol 的消毒湿巾，轻轻擦拭照明器过滤器和镜头的表面。

4.

• 使用表面消毒剂清洁摄像头盖。

• 遵循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

• 注意不要将摄像头上的碎屑擦拭到照明器滤光器和镜头上。

• 避免消毒湿巾长时间接触摄像头。

5.

• 使用多层镀膜镜头专用商业镜头清洁剂（例如 AR66）和干净的细纤维针织光学清洁擦布
（例如 Hitecloth）清洁照明器滤光器和镜头。

• 避免镜头清洁剂长时间接触照明器过滤器和镜头。

警告

请勿使用任何纸制品进行清洁。纸制品可能会擦伤照明器滤光器。

警告

清洁之前，必须彻底关闭系统并切断主电源。

请勿对摄像头进行灭菌。

摄像头清洁间隔时间

由于清洁频率取决于摄像头的使用频率，因此 Brainlab 无法就清洁间隔时间给出一般建议。这属
于用户自身的责任。

请定期检查照明器滤光器和镜头的清洁度，但仅在必要时才进行清洁。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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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后

清洁之后，在缩回摄像头推车的伸缩杆之前，确保其已完全干燥。

Kick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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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防护罩

7.3.1 清洁监视器的防护罩

图解

图 41 

如何清洁

步骤

1. 取下监视器推车的防护罩。

2. 用清水清洁表面。

3.
如有必要，按照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用表面消毒剂对表面进行消毒。

注: 只能使用湿布对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请勿让防护罩被消毒剂浸湿。
 

4. 仅对防护罩的外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请勿对防护罩的内表面进行清洁或消毒。

5.
在将防护罩用于罩盖系统之前，确保其已充分干燥。

注: 干燥之后，表面消毒剂可能留下污点。
 

注: 如果按上述步骤无法充分清洁脏污的防护罩，请更换一个新的。
 

请勿对防护罩进行冲洗、浸泡、熨烫或灭菌处理。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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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清洁摄像头的防护罩

图解

图 42 

如何清洁

步骤

1. 取下摄像头推车的防护罩。

2. 用清水清洁表面。

3.
如有必要，按照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用表面消毒剂对表面进行消毒。

注: 只能使用湿布对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请勿让防护罩被消毒剂浸湿。
 

4. 仅对防护罩的外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请勿对防护罩的内表面进行清洁或消毒。

5.
在将防护罩用于罩盖系统之前，确保其已充分干燥。

注: 干燥之后，表面消毒剂可能留下污点。
 

注: 如果按上述步骤无法充分清洁脏污的防护罩，请更换一个新的。
 

请勿对防护罩进行冲洗、浸泡、熨烫、消毒或灭菌处理。

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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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搬运箱

图解

图 43 

如何清洁

步骤

1. 用清水清洁表面。

2.
如有必要，按照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用表面消毒剂对表面进行消毒。

注: 只能使用湿布对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请勿让搬运箱变湿或被消毒剂浸渍。
 

3. 仅对搬运箱的外表面进行清洁和消毒。请勿对搬运箱的内表面进行清洁或消毒。

4.
往箱内装入系统部件之前，确保搬运箱充分干燥。

注: 干燥之后，表面消毒剂可能留下污点。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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