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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1.1 联系资料

Brainlab 支持部门

若在本指南中找不到您需要的信息，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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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和法语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澳洲、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 1044

传真：+49 89 991568 5811

日本
电话：+81 3 3769 6900

传真：+81 3 3769 6901

DePuy Synthes 支持部门

若本系统由 DePuy Synthes 经销，则请联系 Biosense Webster 支持部门：

地区 电话

美国、加拿大、中美和南美地区 电话：+1 (866) 473 7823

欧洲、中东和非洲 电话： +32 2 746 34 63

亚洲、澳大利亚 电话： +65 6827 6154

预计使用寿命

Brainlab 为本产品提供八年的软件更新和现场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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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lab®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非 Brainlab 商标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专利信息

本产品受一个或多个专利或正在申请的专利保护。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
www.brainlab.com/patent/。

集成的第三方软件

• 本软件部分基于 Independent JPEG Group 的作品。

• 本软件包含 OpenJPEG 库。有关版权、免责声明和许可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http://
www.openjpeg.org。

• 本软件部分基于 Xerces C++ 3.1.1，由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开发。有关版权、免责
声明和许可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http://xerces.apache.org/。

• 本产品包含 libtiff 4.0.4 beta。有关版权、免责声明和许可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http://
www.simplesystems.org/libtiff。

CE 标签

• CE 标签表明 Brainlab 产品遵守医疗器械指令 (MDD) 的基本要求。

• 根据 MDD，欧盟医疗器械指令 93/42/EEC，在相应的软件用户指南中定义了
Brainlab 产品的类别。

注: CE 标签的有效性仅能确认由 Brainlab 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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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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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范围

Fluoro Express 拟用作术前和术中影像引导定位系统，从而使微创手术得以顺利完成。该系统将
徒手探针（由被动标记传感器系统进行追踪）与患者术前或术中影像数据（由 Brainlab 导航工作
站进行处理）上的虚拟计算机影像空间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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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以相对于基于荧
光透视的解剖模型来确认刚性解剖结构（如颅骨、管状骨、骨盆、跟骨、距骨、肩胛骨或椎骨）参
照物。

示例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脊柱程序和脊柱植入物程序，如椎弓根螺钉放置。

• 骨盆和髋臼骨折治疗，如螺钉放置或骶髂关节螺钉固定。

• 骨折治疗程序，如髓内钉、接骨板或螺钉固定，以及管状骨的外部固定程序。

预期用户

Fluoro Express 的预期用户包括外科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

患者群体

可确定刚性解剖结构参照物的所有年龄患者。对于骺板未闭合的儿童，此结构绝不能受损，以免对
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使用地点

此应用程序拟用于手术室中。

可靠性审查

警告

治疗患者前，请检查系统输入和输出的所有信息是否可靠。

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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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兼容性

兼容 Brainlab 医疗设备

Fluoro Express 兼容：

• 手术动力系统器械适配器 (41840)

• 截骨术用脊柱附件包 (B23503)

• 一次性反射标记球 (99100)

• 钻孔用脊柱附件包 (B23510)

• 三维 C 形臂用二维/三维透视配准套装 (55720)

• 二维 C 形臂用透视配准套装 (55705)

• 所有杯型冲击器用 StarLock 适配器底座 (55083)

• 器械校准模型 (41874)

• X-Press Y 形几何结构参照阵列 (52411)

• X-Press 1 钉固定骨骼固定器，S (52421)、M (52422) 或 L (52423) 号

• X-Press 2 钉固定骨骼固定器 (52420)

• X-Press Flip-Flop 2 钉固定骨骼固定器 (52429)

• 脊柱/创伤/髋关节用带延长尖端的探针 (53103)

• 可透射线的脊柱参照夹 (55756)

• X 系列脊柱参照夹，S (55751) 或 L 号 (55752)

• 开放手术用脊柱附件包（尖锥和探针）(B23509)

• 前侧/侧向/斜向参照用脊柱附件包 (55070)

• 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 (55741)

注: 其他 Brainlab 医疗设备可能会在本用户指南发布之后上市。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了解
Brainlab 设备兼容性的问题。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医疗设备 型号/制造商

第三方预校准器械和轴线预校准器械

• DePuy Synthes
• Aesculap
• ulrich

透明无菌的 C 形臂罩 器械用户指南中有具体指定

C 形臂

多个3.0 毫米螺纹克氏针（用于固定 MIRA-Y 3 毫米）

动力钻

警告

只能将 Brainlab 指定的器械和备件与 Fluoro Express 配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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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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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
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的安全。

警告

透视配准套装只能与 Brainlab 批准的 C 形臂配合使用。如果计划使用未针对您的系统进行配置
的 C 形臂，请联系支持部门。如果使用未经批准的 C 形臂，Brainlab 概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预校准器械仅在已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激活后，方可用于导航。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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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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容的非 Brainlab 软件

Fluoro Express 兼容 Windows 7 和 Windows 8 操作系统。

警告

只有 Brainlab 指定的软件可安装在 Fluoro Express 上并与其配合使用。请勿安装第三方软件。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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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系统配置

驱动程序更新

警告

请勿安装驱动更新程序。

Windows Updates（Windows 更新）

如有 Microsoft 更新，则予应用，按如下配置更新：

• 仅安装安全更新以及关键的 Microsoft 操作系统更新。

• 请勿在患者治疗期间安装更新。

• 停用弹出消息。

Brainlab 还建议：

• 安排在系统关闭时下载并安装更新。

• 更新安装完成后，与外科医生/医师一起进行系统测试。

防病毒软件安装

Brainlab 建议使用 佳防病毒软件保护您的系统。然而，安装防病毒软件后，必须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对系统性能进行验证。

警告

患者治疗期间，请勿下载、安装或重启防病毒软件或 Windows 更新。

警告

配置防病毒扫描程序时，应确保患者治疗期间不会执行完全扫描。

防病毒软件配置

• 仅激活访问时/实时扫描和请求/计划的扫描：

- 访问时/实时扫描功能可永久激活。

- 患者治疗期间，禁止激活请求/计划的扫描（建议安排在系统关闭时执行完全扫描）。

• 必须禁用其他防病毒软件功能（如电子邮件扫描程序、其他防火墙）。

• 禁止防病毒软件对以下文件夹进行修改：

- C:\Brainlab、D:\Brainlab 和 F:\Brainlab
- C:\PatientData、D:\PatientData 和 F:\PatientData

• 请勿在患者治疗期间安装更新。

• 停用弹出消息。

警告

防病毒扫描程序不得对 Brainlab 目录进行任何修改。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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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培训和文档

Brainlab 培训

为确保安全及正确使用，在操作本系统之前，所有用户都必须参加 Brainlab 授权代表主办的强制
性培训课程。

监督支持

将此系统用于计算机辅助导航被视为关键的外科手术之前，请先由 Brainlab 代表实施足够数量的
完整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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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读者

本用户指南的目标读者为使用 Fluoro Express 软件或相关设备的临床团队所有成员。

阅读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对复杂的医疗设备和外科导航软件进行了说明，这些设备和软件必须小心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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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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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概述

2.1 系统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步骤

1. 设置系统、启动应用并连接 C 形臂。

2. 为患者盖上无菌罩，制作切口并准备好骨骼表面。

3. 选择 C 形臂和程序。

4. 选择器械和植入物，然后执行校准。

注: 在整个程序期间，可随时执行此步骤。
 

5. 装设参照阵列。

6. 获取并验证透视图像。

7. 导航程序。

注: 某些程序可能不包括以上所有步骤。有关每个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用户指南各章节提供
的说明。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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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功能

一般信息

Fluoro Express 是一款采用无线连接、触屏操作的导航软件，适合在脊柱和创伤手术期间使用。
该软件只可安装于 Brainlab 导航系统上。

警告

仅可将 Fluoro Express 用于本用户指南“预期用途”部分描述的治疗。

无线追踪

• 摄像头发出的红外闪光被器械追踪阵列和参照阵列上的标记球反射。

• 软件通过计算器械相对于参照阵列的三维位置，利用这些红外闪光反射进行手术导航，从而在整
个手术过程中保持追踪器械位置和患者解剖结构。

图 1  

影像采集的使用

影像类型 目的

二维透视图像 用于手术期间的实时导航。

校准影像 在影像采集失败时向软件提供额外信息。

警告

请勿将 Fluoro Express 用于诊断性成像。

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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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用户界面

按钮概览

主屏幕和对话框中有各种按钮，具体取决于您的当前步骤。

• 蓝色/绿色轮廓表示按钮可用

• 黄色轮廓表示当前选择的按钮

• 灰色轮廓表示按钮禁用

常用按钮

②

④ ③

①

图 2  

编号 功能

① 当前版块

② 下一版块

③ 打开下一步

④ 返回上一步

按钮 功能

退出当前步骤，并且不保存设置。 

退出对话框，并返回到之前的对话框或主屏幕。 

工具栏按钮

按钮 名称 功能

主页 返回 Content Manager。

系统设置 打开 System 菜单，配置系统设置。

预校准器械 激活预校准器械的选择及验证功能。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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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名称 功能

器械显示 在三维实体和二维轮廓的器械显示之间切换。

视频亮度/对比度
控制 C 形臂的视频亮度和对比度（仅可用于模拟 C 形
臂）。

调换影像 用于更改面板中的影像显示顺序。

平移/缩放 启用影像缩放和平移功能。

翻转/旋转 启用影像翻转或旋转功能。

亮度/对比度 启用影像亮度或对比度调节。

屏幕截图 对当前屏幕/对话框进行屏幕截图。

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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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摄像头显示

一般信息

摄像头显示给出器械和阵列可视性及其相对于摄像头的位置的实时反馈。

• 摄像头必须对器械和参照阵列具备直接、无障碍的视野，方可进行成功配准和导航。

• 摄像头视野显示在软件右上方的框中。单击此框，视图将扩展为全屏显示。

摄像头显示组件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3  

编号 组件 说明

① 追踪通道
显示任何器械相对于摄像头的距离。

注: 为获得 佳可视性和精确度，所有追踪球都应当位于蓝色通道内。
 

② 摄像头控件 摄像头电机控制定位按钮。

③ 摄像头居中按钮

用于使摄像头居中。

注: 摄像头居中需要花费 多 5 秒钟时间。再次点击可停用居中功
能。
 

④ 标记球/圆盘 显示多种颜色，具体取决于所用的器械及摄像头能否正确对其追踪。

⑤ 摄像头视野 显示任何器械相对于摄像头的位置。

注: 当摄像头连接丢失或无线摄像头的连接信号强度不足时，将显示一条消息。当摄像头处于预热
模式或发生碰撞时，则会显示一条消息。
 

追踪约定

摄像头以各种颜色显示标记球，具体取决于所用的器械及摄像头能否正确追踪这些标记球。

颜色 以下位置的标记球/圆盘得到正确追踪：

黄色 参照阵列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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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以下位置的标记球/圆盘得到正确追踪：

绿色
• 探针

• 预校准器械

橙色 经校准的器械

蓝色
• 器械校准模型

• 配准套装

浅绿色 C 形臂

品红色 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

颜色 标记球/圆盘未得到正确追踪

灰色 对两个摄像头镜头都可见，但无法识别。

灰色星形 只对两个摄像头镜头中的一个可见，且无法识别。

红色 对摄像头不可见。

体模几何结构

警告

软件通过器械的预定义几何结构对器械进行检测。多个已知器械的偶然合成构象可在短时间内生成
另一已知器械的几何结构。

摄像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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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证软件精确度的 佳做法

标记球

为了启用导航追踪，必须用螺钉将一次性反射标记球固定到参照和追踪阵列的插脚上。

警告

每次使用前，请检查确认所有标记球表面的状况均良好。为了提供 高精度，请确保标记球的反射
表面不会剥脱。

警告

为了确保导航的精确度，摄像头镜头必须对器械标记球始终保持直接、无障碍的视野。

为了确保导航的精确度，摄像头镜头必须对器械标记球始终保持直接、无障碍的视野。

当参照阵列不能被摄像头检测到时，请检查确认标记球清洁、干燥且未被损坏，以及参照阵列未弯
曲。

阵列

若追踪阵列发生移动或者变得不稳定，请验证器械精确度，并在必要时重新装设阵列。

警告

确保每个程序的相关参照阵列牢固地装设在正确的骨段，并且始终对摄像头可见。

警告

参照阵列相对于接受治疗结构的任何移动都将对导航产生不利影响，且可能导致显示不准确，从而
给患者带来危险。

警告

请勿同时在多个器械上使用几何结构相同的适配器。否则，系统将无法识别器械。

警告

被导航器械分配到了不同的属性。如果摄像头视野中有多个被导航器械，导航视图中显示的信息可
能取决于优先级 高的可见器械。

器械校准

• 预校准器械每次使用前都必须进行验证。

• 若器械未经预校准，则每次使用前都必须校准并验证。

导航期间的精确度检查

在计划和导航期间，务必确保每个手术步骤（如螺钉放置）都有足够的精确度，包括施加力所导致
的预期相对解剖移动。检查精确度的方法包括：

• 荧光透视：将透视图像中的器械位置与软件中显示的位置进行比较。

• 标志验证：将探针尖端放在骨结构的已知解剖学标志上，或将其放在荧光透视图像中可见的参照
阵列区域。若预期相对移动超过精确度要求，则在更合适的位置重新装设参照阵列，然后配准患
者并重新验证。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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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配合软件使用的器械

详细信息

请参阅器械用户指南，了解运行此软件所需的器械的详细组装和使用信息。

配准套装

二维 C 形臂用配准套装 (55705) 和三维 C 形臂用二维/三维透视配准套装 (55720) 装设在 C 形
臂上，用于获取二维透视图像。

使用配准套装采集影像之前，始终确保：

• 配准套装上已装设新的无菌一次性反射标记球，并已牢牢固定。

• 配准套装已装设在正确的 C 形臂上，且视情况用兼容的无菌罩盖住。

- 二维 C 形臂用配准套装可在无菌状态下或用无菌罩盖住使用。

- 三维 C 形臂用二维/三维透视配准套装必须用无菌罩盖住。

二维 C 形臂用配准套装 三维 C 形臂用二维/三维透视配准套装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① 配准套装 ① 三维 C 形臂用三维透视配准套装 (55715)

② 固定旋扭 ② 透视配准套装反射盘（21 件） (55775)

③ 可拆卸校准板 ③ 三维 C 形臂用二维/三维透视升级套装
(55715-20)

注: 配准套装只能和 Brainlab 批准的 C 形臂一起使用。有关兼容 C 形臂和无菌罩的详细说明，
请参阅器械用户指南。
 

警告

C 形臂的平衡可能会因装设透视配准套装而受到影响。装设配准套装后，避免 C 形臂处于不稳定
的位置。

配合软件使用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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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

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 (55741) 是一套移动式配准工具，用于获取二维透视图像。该器械不装
设到 C 形臂上，采集影像时必须由外科医生握持。

⑥

③

④ ⑤

①

②

⑦

⑧

⑨

图 4  

编号 组件

① 二维透视配准橡皮筋（2 根）(55746)

② 塑料插座

③ 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头部

④ 止块

⑤ 一次性反射标记球 (41774)

⑥ 二维透视配准设备把手 (55472)

⑦ 装设夹

⑧
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校正盘（9 英寸或 12 英寸影像增强器）（55744、55745）

注: 该配准设备无法配合 6 英寸影像增强器进行配准。
 

⑨ 二维透视配准一次性粘垫（50 片） (55746)

注: 使用带有传统影像增强器的 C 形臂时，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校正盘（9 英寸或 12 英寸
影像增强器）必须装设到 C 形臂上。
 

校正盘与平板 C 形臂不兼容。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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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

阵列用于让系统在手术过程中追踪骨位置和移动情况，以及在透视图像上进行器械导航。

图 5  

影像 摄像头视野

左侧 佳

右侧 效果 差

警告

如果在影像获取后调整了参照阵列位置，请删除荧光透视图像并获取新的影像。否则，将无法保证
计划和导航的精确度。

警告

如果精确度降低，或者在配准后必须重新装设参照阵列，则必须重复配准后才能继续导航，因为相
对移动无法由系统进行补偿或显示，并且可能造成不准确的导航信息，进而导致患者严重受伤。

探针

Fluoro Express 支持使用脊柱/创伤/髋关节用带延长尖端的探针 (53103) 对所获取的透视图像进
行验证。

警告

通过使用灭菌托盘中的反向插针，检查确认探针未发生弯曲或损坏。若使用已损坏的探针或器械，
可能导致患者配准和导航失准，进而造成患者严重受伤。

仅使用脊柱/创伤/髋关节用带延长尖端的探针执行所有的 Fluoro Express 配准和导航步骤。

图 6  

配合软件使用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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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校准模型

器械校准模型 (41874) 用于校准和验证标准器械的轴线、轴长和尖端直径（或骨凿宽度），以及
检查预校准器械的校准精确度。

① ② ③

⑤⑥

④

⑦
图 7  

编号 组件

① V 型凹槽

② 基准面 2

③ 基准面 3

④ 校准插孔（示例）

⑤ 基准面 1

⑥ 基准面 4（图中不可见）

⑦ 支点

注: 器械校准模型有四个基准面。可通过机身蚀刻的数字予以识别。
 

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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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适配器

必须安装适配器，才能让系统实现器械导航。适配器装设于器械上，由摄像头通过标记球进行追
踪。

① ②

③ ④

图 8  

编
号

所需的适配器 须用于：

①
器械适配器夹钳（S、M、L、XL
号）(55101、55102、55103、
55104)

标准器械（尖头工具、螺钉、钻、骨凿）

② 手术动力系统器械适配器 (41840) 柔性器械（克氏针、钻头）

③ 带 3 或 4 个标记球的器械参照单
元（55830-20、55830-27）

导航预校准器械（脊柱 IGS 器械）

④ 手动校准用器械参照单元（ML、L
号）（55830-25、55830-29）

导航已用器械校准模型校准的器械（脊柱 IGS 器械）

警告

开始校准之前，紧固所有器械适配器的螺钉。

警告

手术期间请勿更改器械适配器追踪阵列的位置。阵列凡有移动，均会导致器械追踪失准，这可能会
危害患者。

警告

如果您将器械适配器从一个已校准器械拆下并用于另一个器械，您必须再次进行校准。

配合软件使用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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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门

3.1 手术室设置

一般信息

手术室设置因程序、手术室布局和所用导航系统的不同而异。在任何情况下，确保：

• 摄像头和监视器不会限制手术室团队的活动

• 摄像头可清晰地显示参照阵列和器械

有关系统运输和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系统用户指南。

手术室设置示例

②

①

⑤④③

图 9  

编号 说明

① 触摸屏

② 摄像头

③ 护士

④ 外科医生

⑤ C 形臂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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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布置手术室

步骤

1. 将系统移动至所需位置。

2. 将摄像头放置在手术台的头端或足端，距离手术区域大约 2 米。将其指向将要进行手术的
骨头。

3. 必要时用无菌罩盖住系统（参阅系统用户指南）。

4. 必要时用无菌罩盖住 C 形臂和配准套装（参阅器械用户指南）。

5. 调整显示器位置，使显示器方便外科医生或助手使用。

6. 插上系统组件。

警告

在手术之前放置摄像头，使两个镜头对阵列上的标记球具有清晰且无障碍的视野。在校准、配准和
导航期间，标记球必须始终对摄像头可见，否则无法进行追踪。

C 形臂连接

在开始获取影像前，确保连接系统与 C 形臂的相应线缆已接好，并选择了正确的视频输入。

C 形臂类型 与系统的连接

模拟 C 形臂 通过视频电缆 

数字化 C 形臂 通过 LAN 交叉电缆 

手术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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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启动

开始之前

警告

在任何程序开始前，请确保您已熟悉了全部所需器械及附件的正确使用方法。有关器械操作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器械用户指南。

若系统崩溃

若发生系统崩溃（例如因电源故障），可以恢复之前的配准和获取的影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本用户指南的“恢复透视配准”部分。

如何打开软件

①

图 10  

步骤

1. 使用电源开关打开系统。

注: 即使尚未连接摄像头，也能启动软件。但系统随即会提示您连接摄像头。
 

2. 将显示 Content Manager 页面。

注: 也可能显示 Patient Information 对话框。如果是这样，请转到本用户指南的“选择
患者信息”部分。
 

3. 按 Fluoro Express 图标或点按 Select Patient... 字段，选择现有患者或创建新患者
①。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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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患者信息

①

图 11  

步骤

1. 使用触摸屏键盘，输入患者姓名。

2. 使用向右箭头按钮 ① 或点按 Id 字段移动光标。

3. 输入患者 ID。

4. 按 Next 继续操作。

注: 手术过程中保存的所有屏幕截图均标有患者姓名和 ID。要对患者资料进行匿名处理，请参阅
本用户指南的“调整声音、语言和匿名性”部分。
 

C 形臂选择

输入患者信息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以提示您选择 C 形臂。只有在为系统配置并装设了多个 C 形
臂时，才会出现此对话框。

图 12  

步骤

1. 选择所需的 C 形臂。按 Next。

2. 将显示 C-arm Connection Check 对话框，以供确认 C 形臂是否与系统正确连接。确认连
接无误后，按 Next。

软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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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稍后要更改所选 C 形臂，必须通过 Fluoro 菜单进行更改（请参阅本用户指南的“如何
更改 C 形臂选择”部分）。
 

设置器械

图 13  

步骤

1. 选择待使用的具体器械并装设追踪阵列。

注: 将通过勾选框指示组件是否已校准。
 

2. 现在您可选择首先：

• 校准器械（推荐）

- 按 Calibrate，或将器械和器械校准模型保持在摄像头视野内；或者

• 设置并装设参照阵列

- 按 Next。

设置参照阵列

图 14  

步骤

1. 将参照阵列装设到待治疗的骨骼部位。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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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如果所要施行的是骶髂螺钉植入手术，请将参照阵列装设在与骶骨融合的骨盆侧：

• 若右侧骶髂关节骨折，则将参照阵列装设在左侧髂嵴上。

• 若髂骨和骶骨之间未发生明显移位，则可将参照列装设在骨折部位同侧。

安全性和注意事项

警告

确保参照阵列牢固地装设在正确的骨段，并且始终对摄像头可见。

警告

扫描患者或执行患者配准前，紧固所有的参照阵列螺钉。若参照阵列在患者配准期间发生移动，则
必须重新配准，否则配准会不准确。

警告

一旦完成患者配准，请勿打开参照阵列上的任何角度调节螺钉。

警告

确保将参照阵列牢固地装设到患者骨骼上，同时又不会损伤患者骨骼。参照阵列的任何移动都会对
测量坐标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器械显示不准确，进而给患者造成风险。

放置参照阵列时，请考虑手术器械的尺寸。为了能够在不移动阵列的情况下制作切口和钻孔，应当
留有足够的空间。

装设参照阵列到相关骨结构前，确保参照阵列的位置不会妨碍外科医生的操作。

软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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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准

4.1 一般校准说明

一般信息

为了让系统实现器械导航，必须首先校准其轴线和直径，然后再使用器械校准模型进行验证。

何时校准

警告

在即将使用前校准器械，但应于作切口之前执行。这有助于将因器械处理不当而造成错误的可能性
降到 低。

校准和导航的 佳做法

• 确保器械校准模型的标记球和器械追踪阵列在校准和验证过程中正对摄像头。

• 不能部分阻挡或遮住几何结构，否则可能会导致校准和导航不准确。

警告

在器械适配器上装设尽可能大的参照阵列，以便尽量提高校准的精确度。

警告

装设追踪阵列时，确保阵列 长的支臂与器械轴线保持一致。

警告

在手术期间，用器械轻触已知的解剖学标志并确认这些标志是否正确显示在屏幕上，借此验证器械
校准的精确度。

器械类型

就校准而言，器械分为以下几类：

• 尖头（如锥子、探针）

• 管（如钻导引架）

• 螺钉

• 骨凿

• Viper Prime 器械

取消校准

按校准对话框上的 Cancel，或者将器械校准模型或器械从摄像头视野中移出，即可随时取消校
准。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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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校准器械

一般信息

软件数据库内储存有部分 Brainlab 和第三方器械的尺寸或轴线信息，它们视为预校准器械。

警告

使用预校准器械之前，请检查并确认所使用的实际器械显示在软件中，然后使用器械校准模型验证
器械的精确度。

精确度和验证

预校准器械在每次使用前都必须进行验证（检查校准精确度）。验证之后，便可在后续手术步骤中
使用该器械。

注: 若验证结果显示失准，则再次验证器械。
 

如何选择预校准的器械

图 15  

步骤

1.
按菜单栏中的 Precalibrated Instruments，或将预校准器械及器械校准模
型保持在摄像头视野内。

2. 在 All PCIs 或 Additional Instruments 选项卡中选择适当的器械制造商。

注: 若您已经在手术过程中使用了某种预校准器械，则 Used Instruments 选项卡会默认
打开。
 

3. 从列表中选择您使用的器械。

注: 您可通过蚀刻在器械侧方的部件编号来识别您的器械。
 

4. 选择您所用器械的种类和型号，然后按 Next。

注: 若所用器械没有列为预校准器械，则必须进行校准。在 Additional Instruments 选
项卡中，按 Calibrate Others 进行校准。
 

预校准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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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精确度检查

图 16  

步骤

1. 选择预校准器械后，将显示 Check Instrument 对话框，提示您执行精确度检查。

• 如需对之前选择的预校准器械重复执行精确度检查，请将预校准器械和器械校准模型保
持在摄像头视野内。将自动打开 Check Instrument 对话框。

2. 遵循对话框中的说明操作。

3. 若对话框指示精确度检查成功（显示绿色对勾），则在视图中目视确认精确度，然后按
Next。

• 如需退出，按 Cancel。

4. 若要选择其他器械，请按 Change Instrument，并为所选器械重复执行以上步骤。

切勿在同一时间使用两个或更多相同的阵列几何形状（例如在两个不同器械上装设完全相同的追踪
阵列），否则系统无法区分器械。

失败的精确度检查

若精确度检查失败（例如预校准器械受损），则 Next 按钮不会激活。在这种情况下，请按 Help
打开故障排除页面。

图 17  

步骤

完成软件中指出的检查，然后按 OK 以重复执行精确度检查。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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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动器械校准

一般信息

对于未在软件内列为预校准器械的任何器械，必须在器械校准模型上使用 V 型凹槽或插孔加以校
准。

所有刚性器械都可使用自动校准，但弯曲或柔性器械必须手动校准（参阅本用户指南的“手动器械
校准”部分）。

自动校准方法 刚性器械类型

V 型凹槽
• 长轴或厚轴

• 轴无法轻松装入插孔的任何器械

插孔
• 短轴

• 当器械定位在 V 型凹槽中时，其轴无法到达基准面 4

如何自动校准刚性器械

图 18  

步骤

1. 将器械及器械校准模型保持在摄像头视野中，直到 Instrument Calibration 对话框打
开。

2. 根据刚性器械类型，将器械置于 V 型凹槽或合适的插孔内，并沿其长轴旋转器械

3. 软件将自动计算器械直径和入路，然后打开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

注: 请转到本用户指南的“验证器械校准”部分。
 

4. 若软件在校准期间检测到器械轴线存在干扰，则会显示 Instrument Calibration 警告。

警告

请勿使用 V 型凹槽校准锥形器械。这会导致器械轴线无法正确显示。

警告

务必使用可插入器械的 小直径插孔。否则，校准可能失准。仅在器械尖端无法插入其他插孔时使
用 30 毫米插孔。否则可能导致校准高度失准。

警告

只有可安装器械适配器的刚性器械能进行校准并用于导航。

如果您使用 V 型凹槽，请仔细检查直径数据。该值乃根据器械轴计算得出。

自动器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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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精确度低

若检测到校准精确度低，请遵循警告对话框中的说明及以下建议操作。

图 19  

校准精确度低的器械 选项 建议

骨凿

平头器械
必须提高校准精确度

按 Back，并根据如下技巧重复执行校准，
提高上述对话框中指示的精确度。

螺钉

尖头器械

可以在当前校准精确度下
继续操作

按 Next。您现在必须完成尖端校准（参阅
本用户指南的“尖端校准”部分）。

注: 若仍无法顺利执行器械校准，请转到本用户指南的“手动器械校准”部分。
 

警告

若校准之后显示校准精确度低警告，请仔细查看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中的校准结果。

警告

对于骨凿或扁平器械，不能接受低校准精确度。如果出现警告，您必须重复校准，否则不能执行其
他的工具尖端校准。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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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手动器械校准

一般信息

在以下情况中，应手动校准器械：

• 自动校准精确度低，

• 柔性器械，或者

• 器械形状不适合进行自动校准。

如何手动校准刚性器械

图 20  

步骤

1. 将器械及器械校准模型保持在摄像头视野中，直到 Instrument Calibration 对话框打
开。

2. 在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插孔，手动定义器械直径（选择可插入器械的 小直径插孔）。

3. 将器械尖端插入所选插孔中。

4. 让器械保持静止状态，直至校准完成且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打开。

警告

请勿校准弯曲或弧形器械。柔性器械必须连同钻导引架一起校准和使用，并且只有深度信息可以取
信。

如何手动校准柔性器械

步骤

1. 将钻导引架及器械校准模型保持在摄像头视野中，直到 Instrument Calibration 对话框
打开。

2. 选择预校准钻导引架（参阅本用户指南的“预校准器械”部分），或者手动校准并验证钻
导引架。

3. 将器械插入钻导引架中，并装设手术动力系统适配器。

4. 将插入有柔性器械的钻导引架及器械校准模型保持在摄像头视野内，直到 Instrument
Calibration 对话框再次打开。

5. 遵循软件说明校准插入钻导引架中的柔性器械。

手动器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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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验证器械校准

一般信息

器械校准完成后，将显示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供您检查校准精确度。

警告

始终在开始导航之前验证校准精确度。

开始之前

在校准验证和尖端校准期间，确保尖端始终处于器械校准模型上的正确位置。

器械 尖端位置

管 与基准面 1 或 2 齐平。

• 尖头器械

• 螺钉

• 钻/柔性器械

• Viper Prime 器械

• 与基准面 2 或 4 齐平，或者

• 与某个支点齐平

骨凿 与校准所在平面齐平或形成 45° 角。

如何验证器械校准

①
②

③

图 21  

步骤

1.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打开后，将器械稳定保持在上述正确位置。

2. 检查所显示的直径是否正确，以及轴线偏差（Angle）和尖端偏差（Distance）是否极小
③。

3. 若角度和距离偏差较小且直径正确，则表示校准精确度验证通过。按 Next。

4. 若器械校准精确度不够，则按 Tip Selection ① 打开对话框，在其中选择尖端类型，调

整尺寸并重新校准器械。

• 尖端校准完成后，若精确度仍不够，则按 Back 或 Re-calibrate Tip ②，重新校准尖

端。

5. 如需退出器械校准，请按 Cancel。

• 将器械校准模型移出摄像头视野五秒后，对话框将关闭。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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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校准

您可以手动指定尖端类型、调整尖端尺寸并根据新尺寸重新校准器械，以此执行尖端校准，改善器
械轴线的校准精确度。

在以下情况中，必须执行尖端校准：

• 器械尖端为骨凿或钻导引架，

• 验证期间，校准器械的选择或尺寸不正确，

• 校准期间，器械相对其轴线发生平移，或者

• 校准期间，器械无法达到插孔底部（或在使用 V 型凹槽时无法达到基准面 4）。

尖端选择 显示

尖头

螺钉

管

验证器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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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选择 显示

骨凿

Viper Prime 器
械

步骤

1. 在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中，按 Tip Selection。将显示 Select Tool Tip 对话
框。选择正确的尖端类型。

注: 只有未经预校准的螺丝 （例如非 Brainlab 产品）必须校准并验证。
 

2. 输入尖端直径和长度/宽度，然后按 Next。

注: 若要测量轴直径，请将器械放到器械校准模型基准面 2 的标尺上。
 

3. 将器械尖端绕某个支点转动，或让其与器械校准模型的指定基准面保持齐平（根据上述
“尖端位置”表），直到 Verify Calibration 对话框再次打开并显示新的数值。

4. 若新的校准值正确，则按 Next，并转到本用户指南的“影像采集”部分。

警告

仅使用软件所示的彩色器械校准模型区域进行尖端校准。

警告

始终检查确认已校准器械的长度正确无误。若不正确，执行尖端校准。

警告

如果螺丝 已与特定螺钉一同校准，而随后拟与不同的螺钉搭配使用，则必须重新校准螺丝 。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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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器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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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像采集

5.1 获取透视图像

一般信息

校准器械之后，便可开始获取透视图像。配准透视图像使系统能够计算影像相对于装设的参照阵列
的三维位置，借此实现器械导航。

软件会自动检测处于摄像头视野内的配准套装/设备类型。

反射标记盘

• 透视配准套装配备有集成的标记盘。获取影像时确保至少可看到五个大标记盘（圈内四个，圈外
一个）。

• 将不必要的金属物体（如器械）移出 X 线的视野，以便能够正确获取影像。

安全性和注意事项

警告

放置摄像头时，确保摄像头镜头对配准套装或设备、参照阵列和器械保持清晰的视野。标记球必须
始终保持清洁、干燥，并对摄像头镜头可见，否则无法追踪。

警告

反射导致的红外线伪影可能会影响光学导航系统的精度。避免任何强反射物体或红外光源干扰摄像
头视野。 

警告

开始影像获取后，若精确度下降，或参照阵列发生位置移动，则必须重复配准后才能继续导航。相
对移动无法由系统进行补偿或显示，并且可能造成不准确的导航信息，进而导致患者严重受伤。

警告

透视配准套装在任何时候均不得接触到患者。

警告

为防止患者受伤和/或器械受损，在开始获取影像之前，请确保配准套装、患者和参照阵列之间留
有足够空间。

警告

除非盖上无菌罩，否则用于执行配准的器械必须灭菌。

在影像获取期间，若有任何探针或器械进入摄像头视野中，或者打开了操作模式，则获取的影像将
无法用于导航。

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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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使用透视配准套装获取影像

开始之前

应将患者安放到手术台上，按常规方式盖上无菌罩，并正确准备所有器械。适当调整 C 形臂位
置，确保便于对目标解剖位置拍摄 X 射线影像。

注: 在影像获取期间，若出现 C 形臂连接中断的错误消息，应检查线缆连接。
 

警告

确认获取之前，请勿在 C 形臂监视器上修改影像（例如放大、翻转）。

警告

开始配准之前，始终确保配准套装牢固装设在 C 形臂上，标记盘稳固插入，并且保持干燥、清洁
且对摄像头可见。

警告

整个手术过程中，确保用无菌罩盖住的 C 形臂以及装设的透视配准套装保持无菌状态。

警告

用 C 形臂获取新的影像之前，确保监视器上显示影像获取屏幕。否则，导航软件将无法检测到已
获取的影像。

如何获取影像

步骤

1. 确保参照阵列和配准套装对摄像头可见（所有可视性指示器都为绿色），且摄像头视野内
无器械。

• 若可视性指示器为红色，则系统将发出滴滴的提示音，并显示警告图标。确保所需的全
部硬件对摄像头可见，再继续操作。

2. 使用 C 形臂生成相关骨骼结构的影像。

注: 影像获取期间，尽量减少 C 形臂及患者移动。
 

3. 等待影像传输到导航系统并显示在影像获取视图中。随后可听到确认提示
音。

注: 若使用的是 Ziehm 数字化 C 形臂，则必须按下灰色箭头图标，手动将
影像从 C 形臂传输给系统。
 

4.

按蓝色手形图标，将影像分配给相应视图。

5. 若获取的影像适宜，则重复步骤 1-4 以获取所有影像，然后转到本用户指南的“验证透视
图像”部分。

6. 若影像获取不成功，则必须获取校准影像。

7. 若要操作获取影像的显示（如改变亮度、缩放、旋转），请使用菜单栏中提供的操作按
钮。

注: 参阅本用户指南的“影像操作”部分。
 

注: 必须获取至少一幅透视图像（ 多四幅）。
 

使用透视配准套装获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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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影像

若某影像无效且无法使用，请按 Trash 将其删除。

如何获取校准影像

若影像获取失败，则必须获取校准影像以帮助实现影像配准。

要获取校准影像，配准套装必须装设以下组件：

• 二维 C 形臂用透视配准套装：可拆除校准板

• 三维 C 形臂用二维/三维透视配准套装：升级套装

注: 获取校准影像后，若要获取额外的透视图像，可以拆除上述组件。
 

①

②

图 22  

步骤

1. 在 Image Acquisition 屏幕 ① 中，按 Calibration Images 按钮以打开 Acquire Ca‐

libration Image 对话框 ②。

注: 还可以通过 Fluoro 菜单访问校准影像获取功能（参阅本用户指南的“系统设置”部
分）。
 

2. 通过 C 形臂获取影像，然后按 Next 配准影像。

3. 成功配准影像后，按 Next 确认影像。

4. 对所有需要的 C 形臂位置重复第 1-4 步。

注: 获取校准影像期间，不必安装参照阵列。
 

获取校准影像之前，确保移开 X 射线光源与影像增强器之间所有不需要的物体（特别是金属物
体）。

警告

获取校准影像后，请勿更改配准套装在影像增强器上的位置。若在获取影像之后取下配准套装，则
必须重新获取校准影像。

警告

使用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时，校准影像不可用。

即使被标记盘遮挡的影像片段得以重建，也可能无法恢复被遮挡的较小对象（例如克氏针或螺钉尖
端可能出现变形）。

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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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使用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获取影像

开始之前

应将患者安放到手术台上，按常规方式盖上无菌罩，并正确准备所有器械。此外，必须在获取影像
之前对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消毒。

注: 在影像获取期间，若出现 C 形臂连接中断的错误消息，应检查线缆连接。
 

警告

确认获取之前，请勿在 C 形臂监视器上修改影像（例如放大、翻转）。

警告

用 C 形臂获取新的影像之前，确保监视器上显示影像获取屏幕。否则，导航软件将无法检测到已
获取的影像。

如何获取影像

步骤

1. 确保参照阵列和配准设备对摄像头可见（所有可视性指示器都为绿色），且摄像头视野内
无器械。

• 若可视性指示器为红色，则系统将发出滴滴的提示音，并显示警告图标。确保所需的全
部硬件对摄像头可见，再继续操作。

2.

轻轻地将配准设备按在影像增强器上，同时使用无菌胶布保护无菌罩，避免
其受损。

3. 使用 C 形臂生成相关骨骼结构的影像。

• 使用配准设备上的止块，将设备头部完全置于 X 射线束中央。

注: 影像获取期间，尽量减少器械及患者移动。
 

4. 等待影像传输到导航系统并显示在影像获取视图中。随后可听到确认提示
音。

注: 若使用的是 Ziehm 数字化 C 形臂，则必须按下灰色箭头图标，手动将
影像从 C 形臂传输给系统。
 

5.

按蓝色手形图标，将影像分配给相应视图。

6. 若获取的影像适宜，则重复步骤 1-4 以获取所有影像，然后转到本用户指南的“验证透视
图像”部分。

7. 若影像获取不成功，则会出现 Registration Failed 警告对话框，且必须重新获取影像。

注: 请转到本用户指南的“配准失败警告”部分。
 

8. 若要操作获取影像的显示（例如改变亮度、缩放、旋转），请使用菜单栏中提供的操作选
项。

注: 参阅本用户指南的“影像操作”部分。
 

注: 必须获取至少一幅透视图像（ 多四幅）。
 

使用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获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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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影像

若某影像无效且无法使用，请按 Trash 将其删除。

晃动警告

获取影像时，二维透视手持式配准设备必须保持静止。若配准设备在获取期间发生移动，则影像无
法配准，且随即会出现晃动警告图标。

图 23  

步骤

若出现这一警告，则请保持配准设备稳定，并重新获取影像。

配准失败警告

影像获取期间，若出现 Registration Failed 警告对话框，则无法正确获取影像。

• 移开任何阻挡物体（例如金属物体），和/或根据以下建议纠正可能的原因。

• 校正后，必须再次获取影像。

无法检测以下组件的反
射标记：

建议

配准设备
• 将配准设备放置在影像增强器正下方。

• 稍微改变配准设备的位置/方向。

校正盘
• 确保校正盘已正确安装并放在适当位置。

• 确保在软件中选择正确的 C 形臂。

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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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验证透视图像

一般信息

完成影像获取后，必须用探针对获取的影像进行验证。

警告

务必对荧光视图中的配准精确度进行确认，方法是将探针尖端放在已知的解剖学标志上，检查确认
它们在监视器上的位置。

如何验证影像

①

②

图 24  

步骤

1. 确保参照阵列对摄像头 ① 可见，然后将探针保持在摄像头视野中以激活影像验证。

注: Image Verification 模式激活后，即无法继续获取影像。
 

2. 将探针尖端放在骨结构的已知解剖学标志上，或将其放在透视图像中可见的参照阵列区
域，并确保屏幕上的探针位置与实际探针位置相一致。

注: 如有必要，使用操作模式按钮 ② 调整视图中的影像质量和位置。
 

3. 验证所有影像后，按 Next 继续操作。

注: 若要结束影像验证并重新启动影像获取，请将探针从摄像头视野中移开。
 

警告

所获取影像边缘的失真程度可能较高。因此，您还须在包含感兴趣结构的区域验证精确度。

警告

确保 C 形臂、无菌罩和配准设备/配准套装未覆盖参照几何结构，否则可能导致失准。

警告

在导航软件中接受荧光透视图像前，确保影像精确并且显示了所需的骨骼结构。

验证透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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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Verification 对话框

在继续计划和导航之前，系统将打开 Image Verification 对话框，要求您确认已验证所有获取的
影像。

图 25  

步骤

1. 若所有配准影像都准确，请按 OK。

2. 若有一幅或多幅影像尚未验证，则按 Back 以在获取页面中验证影像。

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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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影像操作

一般信息

您可以操作获取的影像，对其属性进行调整。

这些操作选项在影像获取过程中即可使用，且所有包含获取的透视图像的主屏幕上都会显示相应按
钮。

注: 当操作模式激活后，无法继续获取影像。
 

按钮 显示 操作

①
在四个显示面板中切换影像。

• 按箭头 ① 将影像切换为箭

头所指面板中的影像。

①

②

• 平移：手指沿平移滑动条
① 移动可改变影像位置。

• 缩放 ②：放大或缩小视图

(30%-300%)。

③

①

②

• 按弯箭头按钮 ① 或手指沿

旋转滑动条 ②（或影像中

的任意位置）移动，可旋转
影像。

• 翻转按钮 ③ 可根据垂直中

心轴镜像显示影像。

②

①

③

手指沿亮度滑动条 ① 或对比

度滑动条 ② 移动，可改变亮

度或对比度。

• Reset 按钮 ③ 可将影像属

性重置为初始值。

影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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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显示 操作

设置从 C 形臂接收的所有后
续影像的亮度和对比度。

• 影像必须重新获取才能使更
改生效。

• 仅在使用模拟 C 形臂时可
用。

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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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恢复透视配准

一般信息

若发生系统崩溃（例如因电源故障），可以恢复之前的配准和获取的影像。或者，您也可重新配准
患者。

注: 软件可能需要花费两分钟时间来恢复会话。
 

如何恢复会话

图 26  

步骤

1. 重启软件之后，将打开恢复会话对话框。

2. 按 Yes 恢复 近的患者数据。将打开 Patient Preparation 对话框。

3. 若要开始新的手术过程并获取新的影像，请按 No 并重启软件。

患者准备对话框

图 27  

步骤

若要恢复 近的患者数据，必须首先确认参照阵列是否移动。

• 若参照阵列保持未动，选择 Yes，然后按 Next 恢复之前获取的影像。

• 若参照阵列已经移动（或您不确定它是否移动），请选择 No（这将清除数据），然后按 Next
开始获取新的影像。

恢复透视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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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导航

6.1 导航显示

导航视图

借助以下按钮和选项，您可根据外科医生的偏好，在导航期间选择各种视图。

导航视图 显示 说明

视图选项卡

②

①

若采集了多幅影像，则会显示多个视图选项
卡，您可以：

• 使用显示指示器显示不同视图 ①。

• 将每幅影像放大 ② 为全屏显示。

Trajectory
Only

仅显示器械的入路。

Full Screw

显示螺钉占用的空间和位置。

• 您可以调整显示中的螺钉长度和直径，让
其与您所使用的螺钉相匹配。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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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视图 显示 说明

Partial
Screw

显示螺钉占用的空间和位置，但是仅显示出
螺钉的尖端和部分主体。

• 您可以调整显示中的螺钉长度和直径，让
其与您所使用的螺钉相匹配。

• 您还可以设置 Partial Length 以控制显
示的螺钉主体长度。

二维/三维器械图形表示

②
①

图 28  

步骤

1. 您可以选择将所导航器械的显示更改为不透明三维视图 ① 或透明二维视图 ②。

2.
在菜单栏中，按 Instrument Display 按钮将其激活，随即您便可以切换至
首选的器械图形表现。

3.

要切换回器械的默认图形表示，再次按 Instrument Display 按钮即可。

导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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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标准导航

一般信息

借助 Fluoro Express，您可以使用影像为任何骨骼结构类型或手术过程提供导航。本部分概述了
所有刚性工具的导航操作。

注: 有关柔性工具的导航说明（例如克氏针和钻头），请参阅本用户指南中的“柔性工具导航”部
分。
 

开始之前

在开始导航之前，确保：

• 已校准和验证所需的全部器械，并且已选择和验证预校准器械。

• 荧光透视图像充分显示感兴趣区。

• 骨段已正确设置。

警告

只能对可安装器械适配器的刚性器械进行校准并将其用于导航。

如何导航刚性器械

步骤

1. 选择 多四幅采集的透视图像。

2. 使用您的首选导航视图，在透视图像上导航所需的器械，同时根据标准实践步骤执行相关
程序。

3. 导航结束后，按 Next。将打开 Close Application 对话框。

4. 按 Close 结束使用 Fluoro Express。

注: 如果器械的入路不准确，则器械的虚拟尖端延伸也将不准确。
 

警告

如果特定区域只有一副荧光透视图像可用，则放置螺钉时需格外谨慎。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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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柔性工具导航

一般信息

本部分概述了如何配合下列柔性工具使用软件导航： 

• 克氏针（例如用于引导空心钉和/或螺钉等情形）

• 钻头

钻孔时弯曲柔性工具

注意柔性工具在钻孔时可能发生弯曲。

通常是以下两大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柔性工具可以：

由皮质骨造成偏移

因施加到钻导引架
上的垂直力而弯曲

开始之前

执行任何导航之前，必须校准并验证柔性工具和相应的钻导引架。

注: 当您开始钻孔时，软件在荧光透视图像上显示钻导引架的位置。柔性工具穿经的实际路径取决
于钻固定就位的稳定程度。
 

警告

如果您担心柔性工具的实际路径偏离了所投射的路径，则可获取额外的荧光透视图像来验证实际位
置。

警告

确保屏幕显示的选定钻导引架与您使用的实际钻导引架相一致。

柔性工具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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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航柔性器械

步骤

1. 在完成切口和软组织准备后，预先钻取入路点。

2. 将钻导引架对准所需的入路。

3. 在软件中使用导航视图和深度指示器，通过预先钻取的入路点将柔性工具钻入骨中。

4. 一旦成功导航了柔性工具，请移除钻导引架并继续程序步骤。

5. 按 Next。将打开 Close Application 对话框。

6. 按 Close 结束使用 Fluoro Express。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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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工具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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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设置

7.1 System 菜单

一般信息

可通过 System 菜单访问各种一般信息和系统控件，包括：

• 软件版本和 Brainlab 服务编号

• 声音和语言设置

• 荧光工具

如何访问 System 菜单

步骤

按 System Settings 按钮打开 System 菜单。

注: 按任何选项卡上的 Close 可关闭 System 菜单。
 

软件信息

图 29  

步骤

1. 要访问软件信息，请选择 Information。

2. 窗口显示软件版本和 Brainlab 联系详情。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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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调整声音、语言和匿名性

概述

通过 Settings 选项，您可以：

• 调节程序步骤期间软件发出的声音

• 选择软件界面的语言

• 匿名处理屏幕截图

如何更改系统声音

图 30  

步骤

1. 选择 Settings，然后选择 Sound 选项卡。

2. 要打开声音，请勾选 Sound Output 复选框；要打开按钮声音，请勾选 Button Sound 复
选框。

3. 要调节音量，使用滑块或箭头按钮。

注: 警告的声音不能被禁用。
 

如何调整语言设置

图 31  

调整声音、语言和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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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 Settings，然后选择 Language 选项卡。

2. 点按所需语言对应的按钮。

如何匿名处理屏幕截图

图 32  

步骤

1. 选择 Settings，然后选择 Options 选项卡。

2. 要匿名处理所有屏幕截图，请勾选 Anonymize Screenshots 复选框。主屏幕的所有屏幕截
图仅包含一个灰色条，而不显示患者数据。

注: 对于在激活此选项之前获取的任何屏幕截图，仍会包含患者数据。
 

警告

除非屏幕截图已匿名处理，否则患者姓名和 ID 将会出现在所有屏幕截图上。请确保仅限于相关医
疗人员可访问屏幕截图，以保持患者信息的保密性。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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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Fluoro 菜单

如何访问 Fluoro 菜单

图 33  

步骤

1. 选择 Fluoro。

2. 窗口中将显示可用的透视工具。

如何更改 C 形臂选择

仅在配置了多个 C 形臂时，才提供选择特定 C 形臂的功能。

步骤

1. 按 C-arm Selection 按钮。将打开 Select C-arm 对话框。

2. 按相应的 C 形臂图标。

如何访问校准影像获取

步骤

1. 按 Calibration Images 按钮。将打开 Acquire Calibration Image 对话框。

2. 遵循软件中的说明操作，同时参阅本用户指南中的“如何获取校准影像”版块。

Fluoro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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