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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1.1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支持

如果您不能在本指南中找到所需的信息，或如果您有问题或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

区域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

美国、加拿大、中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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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l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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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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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

尽管经过仔细审查，本用户指南中仍可能包含错误。如果您有任何完善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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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ainSCAN® 是 Brainlab AG 的商标，正在申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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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Plan®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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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Brainlab 商标

• Bluetooth® 是 Bluetooth SIG, Inc. 的注册商标。

• Meliseptol® 是 B. Braun 的注册商标。

• Exact™ 和 TrueBeam™ 是 Varian Medical Systems, Inc. 的注册商标。

• kVue™ 和 kVue Pro™ 是美国 Qfix 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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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www.brainlab.com/
patent。

CE 标签

CE 标签表明 Brainlab 产品符合委员会指令 93/42/EEC (MDD) 的要求。

根据 MDD 中的规定，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属于 I 类产品。

语言信息

所有 Brainlab 用户指南的原稿均为英文。

处置说明

当医疗器械接近正常使用寿命终点时，请清洁器械以去除所有生物材料/生物危害，并根据适用法
律和法规对器械进行安全处理。

只能按照相应法规处理电气和电子设备。要了解有关 WEEE（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
的信息或了解可能出现在医疗设备中的相关物质，请访问：

www.brainlab.com/sustainability

与本产品相关的事件报告

您需要向 Brainlab 报告任何可能与本产品相关的严重事件，如果在欧洲境内，还应向相应的医疗
器械国家主管机构报告。

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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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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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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期用途

1.3.1 适用范围

Robotics

Robotics 是一种用于补偿旋转患者失准（纵翻和侧翻）的设备，适合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或放射治
疗程序的直线加速器环境。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是一种用于固定、定位和重新定位患者的设备：

• 头部和颈部

• 头部、颈部和肩部

适合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放射治疗程序的直线加速器环境。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用于精确验证等中心位置（Winston-Lutz 测试）。为确保精确的患者
治疗，这必不可少。

预期受众

Robotics 和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应当：

• 在适当获取执业资格或合格人员的授权下，由具备特定医疗应用所需技能的操作人员来操作，正
常用于指定的特定临床用途。

• 按照本文件中提供的建议进行维护。

• 由合格的人员定期执行质量保证性能和校准检查。

• 在本文件中指定的环境条件和供电条件下使用。

预期用途

10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1.3.2 使用本系统

小心操作硬件

警告

系统组件和附属设备包含精密的机械部件，必须谨慎操作。即使其中任何部件发生轻微损坏，也可
能导致整套设备无法操作。如果系统组件发生任何弯曲、剐蹭、损坏或其任何部件松动，请勿使
用。在每次治疗前，必须检查和测试设备是否功能完好。

警告

在本用户指南中，所述的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为 MR 中危险的（根据 ASTM F2503-05），除非另有
特别注明，否则不得与任何成像设备联合使用。此规定同样适用于所有非金属设备和部件。

警告

不允许对设备进行修改。

储存

除非另有规定，请将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存放在清洁干燥的区域中。

清洁

除非另有规定，请使用干燥的软布定期清洁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使用微湿的布擦除顽渍。

可靠性审查

警告

在患者治疗前，审查输入/输出系统的所有信息的可靠性。

单位

本用户指南中的所有单位遵循 SI 标准。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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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关于本指南

读者

本指南提供有效和正确使用 Brainlab 患者支持系统的简介和参考信息。本指南适用于使用或操作
患者支持系统或其部件的所有临床小组成员。使用之前，您应仔细阅读本指南并充分熟悉系统。

关于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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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符号

警告

警告

警告以三角形警告符号表示，包含因设备使用或误用所造成的可能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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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含与潜在设备故障、设备失灵、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有关的重
要信息。

注

注: 注为斜体格式，指出其它有用提示。
 

硬件组件上的符号

系统上可能存在以下符号：

符号 说明

B 类应用的组件。

注: 正常情况下应用的组件不导电，可直接从患者身上取下。
 

IPX0
根据 IEC 60529，产品分类为 IPX0：

不能防止液体和固体物质侵入。

2.5ATH

仅插入以下类型的保险丝*：

• SIBA 79200 2,5/印记：2.5 安 - 250 伏交流 T H。

• Schurter SMD-SPT 2,5/印记：2.5 安 - 250 伏交流 T H。

备件带有 Brainlab 货号：RTM2 电气安装配件/49775。

* 保险丝：IEC 60127-2/5，熔丝额定值 2.5 安培 [2.5A]，延时 [T] 和高分断能力
[H]。

MR 中危险的。

注: 在所有 MR 环境中存在危险。
 

将设备置于待机模式的开关。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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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II 类医疗设备。

此医疗电气设备含有用于手术的 RF 发射器。

请参见说明书/手册。

挤压危险。避开双手。

不得坐在设备上。

不得踩在设备上。

右旋锁定。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和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铝当量。

（在 100 千伏时，0.94 毫米 Al）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铝当量。

（在 100 千伏时，0.72 毫米 Al）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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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1.5.1 Brainlab 医疗设备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设备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兼容：

Brainlab 附件 注释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适用于所有成像治疗床面的无框架延伸装置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成像支撑 用于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的定位板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与 ExacTrac 系统联合使用的定位阵列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兼容：

Brainlab 附件 注释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用于患者固定的碳基座

Robotics 兼容：

Brainlab 附件 注释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 适用于 Varian Exact 治疗床的成像治疗床面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短） 适用于 Varian Exact 治疗床的短成像治疗床面

防滑垫 确保患者舒服地定位在治疗床上

其它 Brainlab 设备

其它设备可能会在本手册发布之后上市。如果您有设备与 Brainlab 软件的兼容性方面的任何问
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仅可将 Brainlab 指定的设备和备件与患者支持系统配合使用。若使用未经授权的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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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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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Brainlab 医疗软件

授权

仅获得授权的 Brainlab 员工，才能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不得安装或删除任何软件应用
程序。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Robotics 兼容：

Brainlab 医疗软件

ExacTrac 6.0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兼容：

Brainlab 医疗软件

BrainSCAN

iPlan RT 4.1 或更高版本

ExacTrac 5.5 或更高版本

其它 Brainlab 软件

如果您运行的软件版本不是上述指定的版本，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以明确与 Brainlab 设
备的兼容性。

仅可在系统上安装和使用由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Brainlab 医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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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 Robotics

Robotics 兼容：

医疗设备 注释

Varian Exact 治疗床 由 Varian Oncology Systems（CA，美国）制造的治
疗床Varian TrueBeam 治疗床

RT-4551KVP 全功能治疗床面基座框架
(kVue Pro)

由 Qfix Systems（PA，美国）制造的第三方治疗床
面备件

RT-4551KV1 kVue 标准插板

RT-4551KV2 kVue 短插板

RT-4551KV11 kVue Calypso 插板

RT-4551KV8 kVue 通用顶端插板

RT-4544KV kVue Access 360 Prone 乳房
插板

RT-4551KV5 kVue DoseMax 插板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由 Medical Intelligence（Schwabmünchen，德国）
制造的第三方治疗床面备件

iBeam evo 无框架延伸装置

iBeam evo 延伸装置 415

警告

要从 Exact 治疗床更换为 TrueBeam 治疗床（或相反），则必须修改 Robotics。只有 Brainlab
支持人员才能进行此更改。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 无框架 SRS CT 定位板

无框架 SRS CT 定位板兼容：

医疗设备 注释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

平整 CT 治疗床面（无摇篮形状的表面）：

• 板的宽度介于 500-550 毫米之间

• 可移动 CT 治疗床的上表面和 CT 基座上的固定
盖高度差应至少为 19 毫米，以在摆位过程中允
许自由运动

注: 必须配备检查床面特定的支架集。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兼容*：

医疗设备 注释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
由 Varian Oncology Systems（CA，美国）制造的
第三方治疗床面

kVue 治疗床面 (RT-4551) 带有：

• kVue 短插板 (RT-4551KV2)
由 Qfix Systems（PA，美国）制造的第三方治疗床
面备件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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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 注释

兼容 Calypso 的 kVue 治疗床面
（RT-4551KVCL-M 和 RT-451KVCL-V）带
有：

• kVue 短插板 (RT-4551KV2)

全功能 kVue 治疗床面 (RT-4551KVP) 带
有：

• kVue 短插板 (RT-4551KV2)

用于 Varian TrueBeam (MTIL6142) 的通用
治疗床面 (UCT LE) 带有：

• 短的矩形延伸装置 (MTIL6669)

由 CIVCO（Orange City, Iowa，美国）制造的第三
方治疗床面备件

用于 Siemens TXT (MTIL6040) 的通用治疗
床面 (UCT LE) 带有：

• Varian 端板 (MTIL6667) 或

• 短的矩形延伸装置 (MTIL6669)

用于 Siemens ZXT (MTIL6041) 的通用治疗
床面 (UCT LE) 带有：

• Varian 端板 (MTIL6667) 或

• 短的矩形延伸装置 (MTIL6669)

用于 Varian Exact (MTIL6140) 的通用治
疗床面 (UCT LE) 带有：

• Varian 端板 (MTIL6667) 或

• 短的矩形延伸装置 (MTIL6669)

用于 Elekta (MTIL6240) 的通用治疗床面
(UCT LE) 带有：

• Varian 端板 (MTIL6667) 或

• 短的矩形延伸装置 (MTIL6669)

注: * 必须配备检查床面特定的支架集。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兼容：

医疗设备 注释

iBeam evo 无框架延伸装置
由 Medical Intelligence（Schwabmünchen，德
国）制造的用于 iBeam evo 的无框架延伸装置

其它非 Brainlab 设备

仅可将获得 Brainlab 批准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与患者支持系统配合使用。若组合使用未经
Brainlab 批准的医疗设备，可能对医疗设备的安全性和/或效能产生不利影响。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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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培训

Brainlab 培训

使用本系统前，Brainlab 建议所有用户应参加 Brainlab 代表举办的培训计划，以确保安全、正
确的使用。

责任

在使用过程中，此系统仅为医生提供辅助，并不能取代或代替医生的经验和/或职责。用户必须具
备在没有系统辅助的情况下操作的能力。

仅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可以操作系统部件和附属仪器。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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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件

阅读用户指南

本指南所描述的复杂医疗软件或医疗设备必须谨慎使用。

因此，系统、仪器或软件的所有用户务必：

• 在操作设备前仔细阅读本指南

• 随时可查阅该指南

可用的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内容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 使用 ExacTrac 系统治疗患者

• 详细的软件说明

硬件用户指南，成像治疗床面 • 使用成像治疗床面和延伸装置治疗患者

iPlan RT 临床用户指南
• 使用 iPlan RT 执行治疗计划

• 详细的软件说明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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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2.1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的组件配置

简介

本章举例说明如何为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成像和治疗配置 Brainlab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

预期使用寿命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的预期使用寿命为五年。

限制：热塑无框架面膜只能用于单个患者。

患者人群

患者人群包含适用于采取头部和颈部放疗治疗的任何医疗情况。

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放疗可能适用于头部和颈部治疗，不受患者年龄影响。

患者的体重不得超过 250 千克（取决于 CT 和治疗床型号）。

使用条件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可在以下条件下使用：

• 直线加速器环境条件

• CT 和放射环境条件

治疗设置示例

图 1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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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RS 成像配置

2.2.1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可用成像配置

可能的成像配置

此处显示的可能配置并未涵盖每个组件。

①

②

③

④

FRS 成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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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图 2  

系统组件

编号 组件

①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③ 底层面膜

④ 顶层面膜

⑤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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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FRS 成像支撑的可用成像配置

可能的成像配置

可使用成像支撑和多功能夹替代无框架 SRS CT 定位板。此处显示的可能配置并未涵盖每个组件。

③
②

④

⑤

⑥

①

②

图 3  

系统组件

编号 组件

①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成像支撑

② 多功能夹

③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④ 底层面膜

FRS 成像支撑的可用成像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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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⑤ 顶层面膜

⑥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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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RS 治疗配置

2.3.1 ICT 无框架延伸装置的可用治疗配置

可能的治疗配置

下方显示的可能配置并未涵盖每个组件。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①

图 4  

系统组件

编号 组件

①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② 成像治疗床面

③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④ 底层面膜

⑤ 顶层面膜

FRS 治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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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⑥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⑦ 安装在治疗床基座和成像治疗床面之间的 Robotics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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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可用治疗配置

可能的治疗配置

下方显示的可能配置并未涵盖每个组件。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5  

系统组件

编号 组件

①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③ 底层面膜

④ 顶层面膜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可用治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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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⑤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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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可用治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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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3.1 可用的组件

一般信息

Brainlab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组件可用于头颈部治疗。患者无需佩戴有创的立体定向头环，而
仅需佩戴适用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颅脑或延伸型）之一。设备适用于任何医疗情况，只要在
这些情况中，使用立体定向 RT 可被认为是安全有效的。设备适合与 ExacTrac 等成像引导患者摆
位系统联合使用。

在治疗之前，Brainlab 建议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以确保质量。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组件

使用以下方案之一：

•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

•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成像支撑和多功能夹

以及：

•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

治疗组件

使用以下方案之一：

• Brainlab 成像治疗床面，包括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或

•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以及：

•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面膜组件

•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

•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

•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 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 可加热至 70-80°C 的水槽

QA 组件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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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请注意，直线加速器防碰撞模型可能未考虑 Brainlab 插件附件（如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
装置）。

警告

在患者扫描或治疗前，请执行所计划 CT 和直线加速器/治疗床运动的空运行等，验证不会与患
者、患者固定附件、CT 的任何部件、直线加速器或直线加速器附件发生碰撞。

警告

如果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变松或不能正确组装，请勿使用。

可用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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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组件

3.2.1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一般信息

在 CT 扫描过程中，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用于牢牢固定无框架面膜。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仅可用于所定义预期用途中指定的使用案例。

您必须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安装至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以执行 CT 扫描。

在 100 千伏时，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铝当量为 0.94 毫米。

支撑组件

通过锁定一体化夹具，可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固定在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可用于宽度为 500-550 毫米的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并且可提供一个
平整的表面。 初，必须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进行装配。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③

②

①

图 6  

编号 组件

① 用于放置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固定销

② 侧方导引控制

③ 夹钳

储存

在足端，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覆盖以橡胶，方便以垂直位置存储。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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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装载患者前，确保定位板夹具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牢牢固定在 CT 治疗床面上。

警告

在临床应用中，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不得悬伸出 CT 床面。

警告

在成像过程中，您必须能够无阻碍地观察患者。

警告

仅适用于平整 CT 治疗床面。

警告

不得超出 250 千克的均 分布载重，或 CT 治疗床的 大安全工作载重，以较小值为准。

警告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为 MR 中危险的。

警告

若更改了 CT 治疗床面，必须通知 Brainlab 以确保仍然与所用的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兼
容。

请以竖直位置存储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并且在将其置于地面时，请轻拿轻放。

警告标签

标签 说明

患者的体重不得超过 250 千克，或
CT 治疗床面的 大安全工作载重，
载重需均 分布在 CT 治疗床面
上。CT 定位板重 8 千克。

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伸出 CT 治疗床面。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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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说明

仅在平整 CT 治疗床面上使用无框
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相关链接

预期用途第 10 页

如何固定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步骤

1. 逆时针旋转旋钮，打开一体化夹具，以使夹具固定在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

2. 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放置在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使治疗床的一侧与侧方导引
控制 ② 对齐。

3. 顺时针旋转按钮，拧紧一体化夹具 ③，使其牢固安装在治疗床上。

4. 验证 CT 定位板与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的纵轴对齐。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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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

一般信息

您必须将 FRS 成像支撑安装至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以执行 CT 扫描。

支撑组件

通过两个多功能夹，将成像支撑固定在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其中夹具固定在成像支撑的头
端和足端。这些夹具可将成像支撑固定在任何平整的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只要测量宽度介于
380 毫米和 540 毫米之间。

FRS 成像支撑

④

①

②

③ ③

图 7  

编号 组件

① 用于放置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固定销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滚花高头螺钉螺纹

③ 快速紧固件的钻孔

④ 多功能夹的销槽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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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夹

②①

图 8  

编号 组件

① 中心销

② 旋钮

相关链接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第 36 页

如何固定 FRS 成像支撑

①

②

图 9  

步骤

1. 将 FRS 成像支撑置于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

2. 拧开多功能夹的旋钮以便夹具固定在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上。

3. 将一个多功能夹安装至成像支撑的足端 ①。确保多功能夹的两个中心销插入成像支撑的相

应槽内。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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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上所示，将第二个多功能夹 ② 安装至成像支撑的头端。再次确保多功能夹的两个中心

销插入成像支撑的相应槽内。

5. 验证成像支撑与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的纵轴对齐。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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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一般信息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允许在 CT 扫描过程中进行定位，可在患者的颅脑容
积内定义精确的立体定向三维坐标阵列。对于精确的放射外科手术和立体定向程序，这种定位很有
必要。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也可用于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

CT 扫描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由亚克力玻璃制成，在左侧、右侧和前方嵌有六个
PVC 定位杆。在轴向 CT 影像中，这六个定位杆显示为六个刻度指引标志，从而组成一个几何矩
阵，用于确定此矩阵内对象的确切位置。

X 射线成像

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板中，融合了三套不锈钢十字形边角标记。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和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联合使用，用作第四个参照物。

对于 X 射线影像，同时仅使用两套边角标记用于定位。在血管造影中，这些边角标记组符合平面
投影 X 射线和立体定向定位的要求。有关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临床用户指
南，iPlan RT Image。

安全注意事项

不得对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进行灭菌，因为这将导致设备损坏。

警告

在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影像采集过程中，务必使用相同的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
位器。

警告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仅可用于 Brainlab 治疗计划系统。

警告标签

标签 说明

仅将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
器和目标定位器用于 Brainlab 治
疗计划系统。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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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说明

在治疗过程中，不得使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
器进行患者摆位。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定位。

此警告不影响设备的定位器功能。

相关链接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第 55 页

如何定位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

2. 确保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两侧的槽 ① 放置在无框架 SRS 面膜基

座的快速释放装置上。

①

3. 将快速释放装置的两个手柄移向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上镌刻的锁
定位置。

位置验证

一旦使用 ExacTrac 对患者进行了定位，Brainlab 建议使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
标定位器进行位置验证。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使用随附的计划系统打印输出）置于患
者的头部。

2. 验证打印输出上所示的等中心与治疗室激光所示的位置大致相符（可靠性检查）。

3. 验证直线加速器的光野显示 MLC 射野设置正确。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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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仅可用于患者位置的可靠性检查。 终的治疗位置必
须始终依据通过 ExacTrac 执行的基于影像的校正。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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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组件

3.3.1 Brainlab 的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

一般信息

为了执行 FRS 治疗，治疗床必须安装 Brainlab 的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

在放疗或放疗模拟过程中，此床面可用于支撑患者。成像治疗床面是一种设计独特的碳纤维更换
件，可实现均 的剂量分布并限制射束衰减。有关成像治疗床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成像治疗床面
用户指南。

组件

①

图 10  

编号 组件

① 安装在 Varian Exact 治疗床上的成像治疗床面

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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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一般信息

对于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Brainlab 的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必须安装成像治疗床面无框
架延伸装置。这会在治疗过程中支撑患者头部和颈部。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可将成像治疗
床面延长 437 毫米，以便对锁骨上部位进行治疗。有关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成像治疗床面用户指南。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①

②

③ ③

④

图 11  

编号 组件

① 用于放置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固定销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滚花高头螺钉螺纹

③ 快速紧固件的钻孔

④ 凸延长接头

相关链接

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组件第 42 页

如何安装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步骤

1. 确保在成像治疗床面上的两个手柄位于解除锁定位置。

2. 将凸延长接头与治疗床面凹接口对齐，同时使延伸装置略高于治疗床面的水平。

3. 移动延伸装置，直至治疗床面与延伸装置相接。

4. 将两个手柄移动至锁定位置。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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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一般信息

对于无框架放射外科，您必须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安装在治疗床面上（请参见兼容
性矩阵，以了解兼容的治疗床面）。在治疗过程中，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可支撑患者
头部和颈部。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可将治疗床面 多延长 460 毫米，以便对锁骨上部
位进行治疗。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仅可用于所定义预期用途中指定的使用案例。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重量为 8 千克。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装载患者前，确保定位板夹具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牢牢固定在治疗床面上。

警告

不得将悬伸出的部分超过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上的直线标记！

警告

不得坐在或斜靠在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悬伸出部分上。

警告

在治疗过程中，您必须能够无阻碍地观察患者。

警告

若透过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进行治疗，则可能增加皮肤剂量。皮肤剂量将会随射束能
量和治疗计划处方而变化。在透过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治疗之前，务必确保皮肤剂量
水平处于安全限制范围内。如不这样做，则可能导致患者受到伤害。

警告

若透过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进行照射，则将导致剂量衰减，这可能在治疗计划期间未
予考虑！请注意，根据透过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射束能量和射束入射角度，辐射衰
减将会有所变化。

警告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为 MR 中危险的。

警告

如果更改了 CT 或治疗床面，则必须通知 Brainlab，以确保仍然兼容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无框
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警告

必须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摆位。

请以竖直位置存储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并且在将其置于地面时，请轻拿轻放。

储存

在足端，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覆盖以橡胶，方便以垂直位置存储。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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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②

①
③

图 12  

编号 组件

① 侧方导引控制（特定于治疗床面）

② 夹具（特定于治疗床面）

③ 大范围直线标记

相关链接

预期用途第 10 页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第 17 页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警告标签

标签 说明

仅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
置与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联合使
用。

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
装置伸出线外。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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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说明

务必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定
位。

悬伸出部分的 大允许载重为
60 千克。

如果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
装置安装在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
上，则所允许的 大载重为 192 千
克。

如何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安装至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直接置于支撑治疗床面上。将侧方导引控制 ① 与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侧边的第一排基准孔对齐。这允许您精确为患者定位。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 大允许范围以直线 ③ 标记。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

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伸到治疗床面头端这条线以外的范围。

2. 拧紧夹具 ②，来固定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3. 验证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已与治疗床面的纵轴对齐。

警告

如果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安装在 Varian IGRT 治疗床面上，则所允许的 大载重为
192 千克。

警告

悬伸出部分的 大允许载重为 60 千克。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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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x kVue 短插板警告标签

标签 说明

Warning:
Only for use with 
Qfix kVue Short 
Insert!

仅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
置与 Qfix kVue 短插板联合使用。

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
装置伸出线外。

务必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定
位。

当安装在带有 kVue 短插板的 Qfix
kVue 治疗床面上时，悬伸出部分的
大允许载重为 60 千克。

当安装在带有 kVue 短插板的 Qfix
kVue 治疗床面上时，不得超过
219 千克或治疗床的 大安全工作
载重，以较小值为准。载重需均
分布。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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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安装在 Qfix kVue 治疗床面（带有 kVue 短插板）上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直接置于 Qfix kVue 治疗床面（带有 kVue 短插板）
上。将侧方导引控制 ① 与 kVue 短插板侧边的第二排基准孔对齐。这允许您精确为患者

定位。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 大允许范围以直线 ③ 标记。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

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伸到治疗床面头端这条线以外的范围。

2. 拧紧夹具 ②，来固定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3. 验证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已与治疗床面的纵轴对齐。

当与 kVue 床面配合使用时，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仅能与 kVue 短插板联合使用。

警告

不得超出 219 千克的均 分布载重，或治疗床的 大安全工作载重，以较小值为准。

警告

悬伸出部分的 大允许载重为 60 千克。

CIVCO UCT LE 治疗床面警告标签

标签 说明

仅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
置与带延伸装置的 CIVCO UCT LE
治疗床面*配合使用。

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
装置伸出线外。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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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说明

务必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定
位。

当安装在带延伸装置的 CIVCO UCT
LE 治疗床面*时，悬伸出部分的
大允许载重为 55 千克。

当安装在带延伸装置的 CIVCO UCT
LE 治疗床面*时，不得超出 200 千
克的均 分布载重，或治疗床的
大安全工作载重，以较小值为准。
载重需均 分布。

* 请参见兼容性矩阵，以了解兼容的配置。

如何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安装至 CIVCO 通用治疗床面 (UCT LE)（带有已安装的延伸装置）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直接置于已安装有延伸装置的 CIVCO 通用治疗床面
(UCT LE)*上。将侧方导引控制 ① 与延伸装置侧边的第三排基准销*对齐。这允许您精确

为患者定位。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 大允许范围以直线 ③ 标记。不得将无框架 SRS 通

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伸到治疗床面头端这条线以外的范围。

2. 拧紧夹具 ②，来固定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3. 验证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已与治疗床面的纵轴对齐。

* 请参见兼容性矩阵，以了解兼容的配置。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仅可与兼容性矩阵中列出的 CIVCO 治疗床面和延伸装置配合使
用。

警告

不得超出 200 千克的均 分布载重，或治疗床的 大安全工作载重，以较小值为准。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49



警告

悬伸出部分的 大允许载重为 55 千克。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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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剂量测定属性

由 Monte Carlo 确定的剂量测定属性

下面显示的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SRS 通用 CT 定位板剂量测定属性由 Monte Carlo
模拟确定，并通过临床测量确认。

6 兆伏 15 兆伏

衰减 2.4% 1.9%

水当量 6 毫米 7 毫米

相对于 Dmax 的表面剂量 ~100% ~90%

设计

Brainlab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和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设计为夹心式碳纤维定
位板，分别适用于治疗床或 CT 治疗床。这种设计方法得益于均 的结构，相较于使用多种连接功
能和不均 设计的定位板而言，能够显著提高成像质量。此外，经过特别的优化后，可提供高稳定
性，从而尽量减小患者下垂。

与网球拍等区域相比，这种夹心式设计可导致更高的剂量衰减。上游射束的材料干扰，可导致浅深
度的剂量增加， 大剂量深度减少。因此，相较之下皮肤剂量会显著升高。

即使非常薄的实心碳纤维插板，也会显著影响皮肤剂量， 多达到相对皮肤剂量的 70%。这种特性
与多种一流的制动装置相同。

皮肤剂量

请注意，皮肤剂量效应取决于穿透治疗床面的射束能量和射束入射角度。由于结构的均 性，倾斜
射束必定要穿经更多碳纤维材料。

当引入涉及扰动射束的新治疗时，由于累积的增加量，需要认真评估皮肤反应增强的可能性。用户
必须考虑相应地调整治疗技术，否则将更可能出现皮肤反应。

为了说明皮肤剂量的增加，下方的图片显示了体模的深度剂量分布，该体膜包含多层材料和水。定
位板厚度为 2.5 厘米，包含外部的两层碳纤维以及塑料泡沫内核。水体模（为患者建模）始于
5 厘米的深度。每幅图中绘制了三条曲线。虚线为穿透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照射的体
模中，给定 MU 的深度剂量。实线在治疗床面层由空气替代的体模中计算得出。虚线模拟穿透水
（替代定位板）的深度剂量分布。这些曲线由 Monte Carlo 计算得出，分别为 6 兆伏光子射束和
15 兆伏射束。

实线说明射束直接击中患者的情形。它们显示水（患者）表面的剂量累积效应。这是因为剂量由二
次电子而非原始光子沉积而成。在表面的电子数目少，从而导致低剂量。在体模中的位置越深，电
子数量增加越多，从而导致增多的能量沉积和剂量增加。在 大剂量时，将会达到电子平衡。因为
对于较高的能量，电子的范围较大，因此能量越高， 大剂量的位置越深。如果射束在击中患者之
前（虚线）穿过定位板，则情况将会改变。其中，由于碳纤维材料的密度相对较大，因此会产生大
量的二次电子。这些电子击中患者表面，导致表面的高剂量。

为了避免任何皮肤副作用，通常避免透过定位板治疗患者。如果不能避免，应当考虑到大多数计划
系统不能为治疗床面效应进行建模，因为它们假定在患者表面之前穿经空气。因此，必须认真检查
邻近治疗床面的剂量分布计算结果。

通过使用包含 PMMA 厚片的体模，可按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效应。请将体模置于定位板上，并执行两
个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将探测器（如底片）置于体模上方，然后使用来自上方的前向射束和给
定 MU 数量来照射体模（包括底片）。测量底片剂量。在第二个实验中，将底片置于体模下方（在
体模和定位板之间），然后使用来自下方（穿透定位板）的后向射束以与第一个实验相同的 MU 值
来照射体模。测量剂量。两个剂量值的比值可用于估计由定位板引起的皮肤剂量增加。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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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兆伏光子射束的剂量属性

图 13  

15 兆伏光子射束的剂量属性

图 14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剂量测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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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剂量测定属性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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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用于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预摆位和摆位。有关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定
位阵列和 ExacTrac 的治疗操作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临床用户指南，ExacTrac。

图 15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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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

3.4.1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一般信息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包含：

• 一个无框架 SRS 面膜碳基座

• 一个黑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插板

它为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和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提供固定支撑。

程序 用法

成像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连接至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成像支
撑。

治疗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连接至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或
ICT 无框架延伸装置。

通过使用治疗床面，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能够安全、精确地对患者进行摆位。

在 100 千伏时，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铝当量为 0.72 毫米 Al。

基座插板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包含一个黑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插板。这可夹在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底部的凹槽内。通过将其从下方推出，即可卸下。两个插板可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

• 在治疗和 CT 扫描过程中，使用黑色插板

• 在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过程中，使用白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

警告

在不使用插板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因为这会导致不正确的剂量计算。

不得对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进行灭菌，否则插板将会损坏。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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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黑色插板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③

①

②

图 16  

编号 组件

① 钻孔（与接口组件的固定销对齐）

② 快速释放装置

③ 滚花高头螺钉的钻孔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插板（黑色）

图 17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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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白色）

图 18  

不得弯曲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

相关链接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组件第 33 页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第 36 页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第 55 页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第 59 页

如何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安装至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放置在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头端。

2.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放置在定位板上，以使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头端的两个固
定销插入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头端的两个孔内。

3. 使用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的两个滚花高头螺钉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紧固至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如何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安装至 FRS 成像支撑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放置在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成像支撑的头端。

2.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放置在 FRS 成像支撑上，以使 FRS 成像支撑头端的两个固定销插
入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头端的两个孔内。

3. 使用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的两个滚花高头螺钉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紧固至 FRS 成像支
撑。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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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帮助为患者塑形面膜系统。在塑形步骤中，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用于安
全地将患者的枕部置于适当的位置。

图 19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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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

一般信息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用于塑形患者面膜。

内容

①

②

④⑤ ③

图 20  

编号 组件

① 不同高度的无框架 SRS 面膜夹具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连接螺钉

③ 备件

④ 滚花高头螺钉

⑤ 不同厚度的无框架 SRS 面膜垫片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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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一般信息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提供对患者头部、颈部和肩部的牢固固定。这使患者免于
呼吸受限，确保在分次治疗过程中患者位置的高度可重复性。此面膜套件较薄，足以避免在患者皮
肤表面产生剂量累积。

内容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21  

编号 组件

① 顶层面膜

② 中层面膜

③ 底层面膜

④ 疏松球粒包

⑤ 牙齿支撑带

筛网（未显示）

警告

记录所用垫片的大小、所用夹具的大小，以及患者姓名，并将记录附在面膜上。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60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3.4.5 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一般信息

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提供对患者头部和颈部的牢固固定。这使患者免于呼吸受
限，确保在分次治疗过程中患者位置的高度可重复性。此面膜套件较薄，足以避免在患者皮肤表面
产生剂量累积。

内容

图 22  

编号 组件

① 顶层面膜

② 中层面膜

③ 底层面膜

④ 疏松球粒包

⑤ 牙齿支撑带

筛网（未显示）

警告

记录所用垫片的大小、所用夹具的大小，以及患者姓名，并将记录附在面膜上。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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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一般信息

Brainlab 建议使用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患者治疗。但是，您也可使用颅脑
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患者治疗，具体取决于所需的治疗。

安全注意事项

所提供的每个面膜套件未经灭菌处理，仅供一名患者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
人员。

警告

材料的厚度因患者头部的大小和技师制作出均 拉伸面膜的技能而不同。密度在室温下约为 1.15

克/立方厘米，在体温下约为 1.06 克/立方厘米，与组织基本相当。在不低于 6 MeV 的情况下，
可穿透 3.2 毫米材料进行治疗，而不会对皮肤造成显著的辐射。如果使用静态场而非汇聚弧进行
治疗，若开始出现皮肤刺激，Brainlab 建议射束路径避开面膜的双层区。

警告

务必使用相同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 CT 扫描、血管造影影像采集和患者定
位。

相关链接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第 68 页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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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准备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所需物品

要对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塑形，需要准备以下物品：

• 加热至 70-80°C 的水槽。不得使面膜材料暴露于更高的温度。

• 一个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包。

• 来自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的夹具和垫片。

图 23  

相关链接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第 60 页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第 59 页

准备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第 63 页

面膜塑形准备

步骤

1. 在操作前，患者必须摘除头部佩戴的所有物品（假发、假牙、助听器、耳环、鼻环和唇环
等）。

2. 使用滚花高头螺钉，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安装至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无框架放
射外科 (FRS) 成像支撑。

3. 确保黑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插板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如何定位患者

步骤

1. 将患者头部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内，以及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上。

2. 后，对患者摆位，使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紧靠于患者的肩部，使其枕部舒适地靠在无框
架 SRS 面膜支撑垫上。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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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开始前

使用塑料薄膜盖住患者的头发，因为材料活化后可能会粘附在体表。

安全注意事项

测试软化的面膜材料的温度，确保患者舒适。

警告

对于皮肤敏感的患者，面膜材料可能会引起轻微的刺激。此外，在对面膜塑形之前，必须以塑料薄
膜或适当的敷料盖住患者面部的病变或裸露伤口。

警告

如果面膜温度太高，可能会刺激或烫伤患者皮肤。

面膜硬化

硬化过程的所需时间取决于面膜塑形的温度和湿度。 

务必给材料留出足够时间待其完全硬化，以免面膜收缩。当材料完全变成不透明的白色时，就不能
够再塑形。等待面膜硬化至少 30 分钟。

在室温下存储面膜，不得再次加热至 40°C 以上。

如何清洁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使用干燥的软布定期清洁设备。使用微湿的布擦除顽渍。将面膜存放在阴晾干燥处，避免日晒，远
离明火和其它热源。

不得使用热水 (> 30°C)、腐蚀性清洁剂、超声波清洗器等来清洁 Brainlab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蒸汽灭菌将会对这些设备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

如何对底层面膜塑形

步骤

1. 将底层面膜置于加热的水槽中，直至变得完全半透明（40-60 秒）。

2. 将底层面膜从水槽中取出，轻轻甩掉任何多余的水分。

3. 检查面膜的温度，以确保患者舒适。

4. 抬起患者头部，将底层面膜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5. 将患者头部向下放到面膜上。

6. 当面膜材料变硬时，依照患者头部轮廓，轻柔地对材料进行塑形。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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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如何对中层面膜塑形

步骤

1. 将中层面膜置于水槽中。可能需要略长的时间，才能变得半透明。

2. 将 2 毫米的垫片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确保凹口位于外侧。

3. 将半透明的面膜从水槽中取出，轻轻甩掉任何多余的水分。

4. 检查面膜的温度，以确保患者舒适。

5. 将实心束带刚好置于患者的眼眉上方。

6. 带有三个孔的束带位于患者鼻子下方，紧密贴合患者的颏部，但为嘴部留出空间。

7. 将中层面膜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然后使用 2 毫米塑形夹具固定面膜。

8. 在面膜材料变硬时，轻柔地根据患者的脸部轮廓塑形束带。

图 25  

如何对鼻梁塑形物进行塑形

步骤

1. 将疏松球粒放到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随附的筛网片上，然后将其置于水
槽中。

2. 在球粒变得半透明后，将其在手中捻动成 T 形。

3. 将 T 形材料置于患者的鼻梁上，并轻轻朝着额头束带和向下朝着眼睛的方向摊开，距离眼
睛不超过 3 毫米。

4. 为实现 佳接合，应当在中层面膜仍然半透明时塑形。

5. 等待中层面膜和鼻梁塑形物完全硬化。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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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顶层面膜塑形

为了获得 佳结果，应由两人分立于患者两侧敷用面膜。

步骤

1. 将顶层面膜置于水槽中，直至变得半透明。

2. 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拆除夹具。

3. 将面膜从水槽中取出，轻轻甩掉任何多余的水分。

4. 检查面膜的温度，以确保患者舒适。

5. 在患者面部上拉动面膜。从面膜中部的狭窄部分（置于颌部）开始，然后继续对患者前额
的面膜塑形。将颅脑侧方条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

6. 将 2 毫米夹具夹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每一侧上。

7. 将面膜拉至患者的肩部，将侧方条安装至：

•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

•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成像支撑

将快速紧固件 ① 推入即可。

8. 当面膜材料变硬时，轻柔地将面膜根据患者面部和肩部的轮廓塑形。

9. 等待面膜硬化至少 30 分钟。

①

图 26  

注: 在对顶层面膜塑形时，面膜材料可能粘附到合成纺织纤维上。如果患者穿有合成纺织衣物，则
应盖住患者肩部。
 

如何取下面膜

步骤

1. 在面膜完全硬化后，打开快速紧固件。

2. 取下所有夹具。

3. 小心取下顶层和中层面膜。

如何拉紧和松开面膜

如需要，可拉紧面膜：

步骤

1. 取下 2 毫米夹具、顶层和中层面膜。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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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使用 1 毫米垫片替代 2 毫米垫片。

3. 将面膜放回其先前的位置，然后用 1 毫米垫片固定。

4. 如果需要将面膜拉得更紧，取下 1 毫米垫片，使用没有标记的夹具替代原有夹具。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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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一般信息

Brainlab 建议使用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患者治疗。但是，您也可使用颅脑
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患者治疗，具体取决于所需的治疗。

安全注意事项

所提供的每个面膜套件未经灭菌处理，仅供一名患者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
人员。

警告

材料的厚度因患者头部的大小和技师制作出均 拉伸面膜的技能而不同。密度在室温下约为 1.15

克/立方厘米，在体温下约为 1.06 克/立方厘米，与组织基本相当。在不低于 6 MeV 的情况下，
可穿透 3.2 毫米材料进行治疗，而不会对皮肤造成显著的辐射。如果使用静态场而非汇聚弧进行
治疗，若开始出现皮肤刺激，则应使射束路径避开面膜的双层区。

警告

务必使用相同的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 CT 扫描、血管造影影像采集和患者定
位。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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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准备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所需物品

要对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进行塑形，需要准备以下物品：

• 加热至 70-80°C 的水槽。不得使面膜材料暴露于更高的温度。

• 一个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包。

• 此外还需要来自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的夹具和垫片。建议在开始前准备好所有夹具和垫片。

图 27  

相关链接

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第 61 页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第 59 页

面膜塑形准备

步骤

1. 在操作前，患者必须摘除头部佩戴的所有物品（假发、假牙、助听器、耳环、鼻环和唇环
等）。

2.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安装至：

•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

•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

使用滚花高头螺钉。

3. 确保黑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插板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如何定位患者

步骤

1. 将患者头部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内，以及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上。

2. 对患者摆位，使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紧靠于患者的肩部，使其枕部靠在无框架 SRS 面膜
支撑垫上。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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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开始前

使用塑料薄膜盖住患者的头发，因为面膜材料活化后可能会粘附在体表。

安全注意事项

测试软化的面膜材料的温度，确保患者舒适。

警告

对于皮肤敏感的患者，面膜材料可能会引起轻微的刺激。此外，在对面膜塑形之前，必须以塑料薄
膜或适当的敷料盖住患者面部的病变或裸露伤口。

警告

如果面膜温度太高，可能会刺激或烫伤患者皮肤。

面膜硬化

硬化过程的所需时间主要取决于面膜塑形的温度和湿度。

务必给材料留出足够时间待其完全硬化，以免面膜收缩。当材料完全变成不透明的白色时，就不能
够再塑形。等待面膜硬化至少 30 分钟。

在室温下存储面膜，不得再次加热至 40°C 以上。

如何清洁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使用干燥的软布定期清洁设备。使用微湿的布擦除顽渍。将面膜存放在阴晾干燥处，避免日晒，远
离明火和其它热源。

不得使用热水 (> 30°C)、腐蚀性清洁剂、超声波清洗器等来清洁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蒸汽灭菌将会对这些设备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

如何对底层面膜塑形

步骤

1. 将底层面膜置于加热的水槽中，直至变得完全半透明（40-60 秒）。

2. 将底层面膜从水槽中取出，轻轻甩掉任何多余的水分。

3. 检查面膜的温度，以确保患者舒适。

4. 抬起患者头部，将底层面膜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5. 将患者头部向下放到面膜上。

6. 当面膜材料变硬时，依照患者头部轮廓，轻柔地对材料进行塑形。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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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如何对中层面膜塑形

步骤

1. 将中层面膜置于加热的水槽中。可能需要略长的时间，才能变得半透明。

2. 将 2 毫米垫片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确保凹口位于外侧。

3. 将半透明的面膜从水槽中取出，轻轻甩掉任何多余的水分。

4. 检查面膜的温度，以确保患者舒适。

5. 将实心束带刚好置于患者的眼眉上方。

6. 带有三个孔的束带位于患者鼻子下方，紧密贴合患者的颏部，但为嘴部留出空间。

7. 将中层面膜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然后使用 2 毫米塑形夹具固定面膜。

8. 在面膜材料变硬时，轻柔地根据患者的脸部轮廓塑形束带。

图 29  

如何对鼻梁塑形物进行塑形

步骤

1. 将疏松球粒放到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随附的筛网片上，然后将其置于加热
的水槽中。

2. 在球粒变得半透明后，将其在手中捻动成 T 形。

3. 将 T 形材料置于患者的鼻梁上，并轻轻朝着额头束带和向下朝着眼睛的方向摊开，距离眼
睛不超过 3 毫米。

4. 为实现 佳接合，应当在中层面膜仍然半透明时塑形。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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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等待中层面膜和鼻梁塑形物完全硬化。

如何对顶层面膜塑形

步骤

1. 将顶层面膜置于加热的水槽中，直至变得半透明。

2. 在等待过程中，取下固定中层面膜的夹具。

3. 从水槽中取出顶层面膜，放到毛巾上将水吸干。

4. 检查面膜的温度，以确保患者舒适。

5. 站立于患者头部后方，轻轻拉伸顶层面膜。

6. 将面膜拉至患者面部上，从颌部的窄端开始，然后继续越过鼻子，在患者前额结束。

7. 将 2 毫米夹具夹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每一侧上。

8. 当顶层面膜材料变硬时，依照患者面部轮廓，轻柔地对面膜进行塑形。

图 30  

如何取下面膜

步骤

1. 在面膜完全硬化后，取下所有夹具。

2. 小心取下顶层和中层面膜。

如何拉紧面膜

步骤

1. 取下 2 毫米夹具、顶层和中层面膜。

2. 使用 1 毫米垫片替代 2 毫米垫片，将两个面膜片装回原位，然后使用 1 毫米夹具予以固
定。

3. 如果需要将面膜拉得更紧，重复上述步骤，然后取下 1 毫米垫片和相应的夹具。

如何松开面膜

如果使用 2 毫米垫片导致面膜过紧，请增加垫片的大小：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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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取下 2 毫米夹具、顶层和中层面膜。

2. 使用 3 毫米垫片替代 2 毫米垫片。

3. 将两个面膜片装回原位，然后使用 3 毫米夹具予以固定。

4. 如果需要进一步松开面膜，重复上述步骤，然后用 4 毫米垫片替代 3 毫米垫片，使用
4 毫米夹具替代 3 毫米夹具。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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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像和治疗程序

4.1 使用 Brainlab FRS 组件成像

4.1.1 CT 扫描

一般信息

要进行 CT 扫描，必须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 FRS 成像支撑安装至 CT 影像扫描设备治
疗床。

准备进行 CT 扫描的患者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安装在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

②①

图 31  

编号 组件

① 快速释放装置

② 快速紧固件

相关链接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组件第 33 页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第 36 页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第 55 页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第 62 页

成像和治疗程序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75



如何执行成像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安装至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

2. 验证定位板或成像支持与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的纵轴对齐。

3.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置于头端。

4. 为患者塑形面膜。

5. 定位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患者和面膜正确摆位）。

6. 将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和目标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并将
快速释放装置的两个手柄移至锁定位置。

7. 一旦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正确定位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根
据需要继续扫描患者。

使用 Brainlab FRS 组件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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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血管造影 X 线成像

一般信息

为执行 X 线成像和定位，需要头部的一幅矢状位影像和一幅冠状位影像。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
参阅 iPlan RT Image 临床用户指南。

在 100 千伏时，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铝当量为 0.72 毫米 Al。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通过使用立体定向固定装置作为参照，血管造影和 CT 影像相互配准。请注意，在治疗计划过程
中，还必须考虑 CT 和血管造影间，患者头部位置相对于固定装置的可能差异情况。当使用面膜系
统替代有创的头部框架用于固定时，这尤为重要。务必谨记，如果患者后来采用无框架方法（如
ExacTrac 或其它无框架摆位解决方案）进行摆位，则上述配准不正确的情况也同样适用。

插入白色插板

影像结果

两组不锈钢十字形边角标记必须在两幅影像中完全可见。此外，请确保正方形的边角在 X 线投射
视野中完全可见。

相关链接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第 55 页

开始前

必须以白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血管造影定位器插板替换黑色的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插板。

步骤

1. 从下方将黑色插板推出。

2. 将白色插板与凹槽对齐，然后从上方向下按插板，直至咬接就位。

成像和治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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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成像

步骤

1. 定位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患者和面膜置于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无框架放射外科
成像支撑上）。

2. 将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置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并将其锁
定。

3. 按照需要，对患者执行 X 线成像。

血管造影 X 线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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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 Brainlab FRS 组件治疗患者

一般信息

Brainlab FRS 组件用于已经使用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扫描的
患者。这些组件能够结合利用定位数据集的精度和 ExacTrac 系统的精确影像引导摆位。

由于 ExacTrac 能够读取自 BrainSCAN 或 iPlan RT Image 导出的已定位患者信息，因此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无需佩戴立体定向头环。面膜系统对于患者而言是无创装置。

有关使用 ExacTrac 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患者做好治疗准备

图 32  

相关链接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第 43 页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第 44 页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第 62 页

如何定位患者

步骤

1. 将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或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安装至治疗床面。这会
在治疗过程中支撑患者头部和颈部。

2.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安装到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或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
伸装置。

3. 将患者置于底层面膜，并使用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中的垫片和夹子安装中部和顶层面膜。

4. 将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安装到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并使用快速释放装置将其固定。
在安装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时，确保锥形端指向治疗床足端。

5. 患者现在准备就绪，可针对相应的放射治疗进行预定位。有关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
列预摆位患者的其它信息，请参阅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成像和治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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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rainlab FRS 组件治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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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保证

5.1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一般信息

无框架放射治疗/放射外科中需要达到很高的几何与剂量测定精度，因此也就需要特殊的质量保证
计划。

Brainlab 建议使用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执行 Winston-Lutz 质量保证测试。这种高精度设
备能够使用内嵌球体的目标指示器和光场指示器执行质量保证检查。目标指示器球体和光场指示器
球体的大小（直径 5 毫米）和位置相互匹配。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①

②

③

图 33  

编号 组件

①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支架

② 光场指示器

③ 目标指示器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设备的任何部件掉落或损坏，不得使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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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安装目标指示器

相关链接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第 81 页

如何安装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步骤

1. 同时按下设备两侧的弹簧按钮。

2. 按住按钮的同时，将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支架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上的固定销对
齐，然后向下推直到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支架与框架 SRS 面膜基座齐平。

3. 松开按钮，以便固定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4. 在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支架上铰接目标指示器或光场指示器（仍安装有白色保护
罩）。

5. 转到红色锁定螺丝 ①，固定指示器。这样即可确保位置确定且唯一。

①

②③

6. 仅光场指示器：小心拆除保护罩。

7. 使用治疗床平移将指示器移向治疗室激光或光场定义的等中心附近。

8. 转动倾斜调整螺丝 ② 来调整角度点。

9. 转动高度调整螺丝 ③，调整指示器高度（微调）。

10. 对于纵向和侧向调整，请使用治疗床平移功能。

注: 在将指示器牢固安装至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支架和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之前，不得拆
除光场指示器保护罩，以避免损坏灵敏的探针尖端。
 

安装目标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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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目标指示器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

一般信息

Brainlab 建议使用 7.5 毫米准直仪，因为目标指示器中的钨球直径为 5 毫米。

钨球会在底片上生成非辐照区域。对于每个机架和治疗床位置，此钨球的投影必须始终完全位于曝
光的底片区域中。

QA 设置

图 34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Winston-Lutz 测试必须在患者摆位前执行。如果因机械失准致使 Winston-Lutz 测试结果显示不
可接受的偏差，则必须（例如，在制定治疗计划期间）对此点加以考虑。

警告

请勿将光场指示器用于 Winston-Lutz 测试。此指示器应仅用于准直器底座校准和光场验证。

相关链接

安装目标指示器第 82 页

底片曝光第 84 页

如何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支架安装至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然后安装目标指示器。

2. 到达等中心位置时，确保治疗床的所有锁定机构均已启用，治疗床精确位于 0 度位置。

3. 将底片夹插入准直器底座上的两个插口之一。选择既可提供 大的机架和治疗床旋转范
围，又能避免机械碰撞可能性的插口。

4. 在封套上划分 8 个区域，以 1-8 编号，以制备不透光的 20.3 厘米 x 10.2 厘米直接曝
光底片。这样就可以完成 8 种机架和治疗床角度组合的底片曝光。

5. 确定每次曝光的底片在底片夹中的位置，待曝光的区域位于圆形野内。

6. 旋紧底片夹上的螺钉，以便在每次曝光过程中固定夹具里的底片。

7. 底片曝光。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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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底片曝光

建议的位置

下表中显示了用于曝光的建议机架和治疗床角度。所有位置均参考 IEC 61217 刻度。

位置 机架角度 治疗床角度

1 110° 0°

2 30° 0°

3 310° 0°

4 230° 0°

5 250° 270°

6 330° 315°

7 50° 45°

8 110° 90°

为了获得有关特定直线加速器和治疗床的详细机械误差信息，可能需要使用其它位置。

底片分析

图 35  

底片冲印后，请检查八幅影像，以确定标靶球相对于辐射束中心的位置偏移。其模式应该与上图大
致相同。

对于 Brainlab 放射外科系统调试期间采集的数据，应该形成基线，用于比较未来的测试结果。

底片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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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BOTICS
6.1 Robotics 硬件和软件组件

一般信息

Robotics 是一种可远程控制的电动患者支持系统。它设计用于在医疗 PC/笔记本电脑系统上运
行。

在临床应用中，Robotics 安装在医用电子加速器的治疗床与治疗床面之间。与医用电子加速器的
治疗床结合使用时，可采用任何自由度移动患者。

如需关于使用案例、医学工作流程和临床实践的更多详情，请参阅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由于可以通过无线电遥控 Robotics，因此，ExacTrac 患者摆位系统支持治疗室内操作以及治疗室
外远程操作。

使用 Robotics

Robotics 适合用于调整患者相对于患者横轴和纵轴的旋转失准。

Robotics 适合在医用电子加速器的工作环境中使用，协助放疗应用中的患者自动摆位程序。仅适
用于在专业医疗机构环境中使用。

Robotics 是一种仅仅与计算机辅助患者摆位系统联合使用并受其控制的医疗器械。

患者人群

患者人群包括任何适合放疗的医疗情况，如颅脑、头颈部或脊柱的肿瘤治疗。

除了体内植入起搏器的患者，放疗可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患者身体部位，不受患者年龄影响（即头
颈部、肺部、肝脏、前列腺或脊柱患者）。患者的体重不应超过 159 千克。为防止对植入起搏器
的患者造成伤害，请联系起搏器制造商了解辐射暴露可能导致的危害。如需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应
的临床用户指南。

操作条件

环境

环境温度：10-35°C

气压：860-1,060 百帕

湿度：60 ± 15，无冷凝

电气 电源输入：100-240 伏 / 47-63 赫兹 / 1.5-0.7 安

无线电控制 基于 Bluetooth® 的射频波段：2.402-2.480 千兆赫兹 / 5 毫瓦

预期使用寿命

Robotics 的预期使用寿命为十年。

产品标签

产品标签上标有设备名称、Brainlab 徽标和序列号。此外，其中还包括电气和电子设备处置相关
信息。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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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和角度

在本用户指南中，关于坐标和角度的所有声明均符合 IEC 61217 -“Table Top System（治疗床面
坐标系）”，名称下标：“t”。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Robotics 只能在直线加速器环境中与 ExacTrac 配合使用。

警告

安装器械会改变治疗床的高度，这与利用真空垫、胸板或防滑垫固定患者，或采用其它摆位装置时
的标准临床设置相似。因此，建议不要单独使用所显示的垂直治疗床位置值来设置患者治疗，而应
利用治疗室激光或 X 线成像等方法验证位置正确。对于特定倾斜角度，可能需要覆盖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中的垂直治疗床位置详细信息。在此类情况下，必须相应地修改容限表。

警告

安装、维修和维护工作仅应由 Brainlab 服务人员和/或授权服务合作伙伴进行。

切勿打开 Robotics 的盖子。设备内部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部件。为了避免人员被夹在或困在设备的
部件之间，进而造成人身伤害或系统损坏，设备的盖子必须安装正确且无任何损坏迹象。如果盖子
损坏或已拆下，切勿操作设备。

紧急关闭

器械通过患者摆位系统 ExacTrac，集成到医用电子加速器的紧急关闭 (EMO) 系统。

激活医用电子加速器的紧急关闭 (EMO) 功能时，Robotics 将立即停止移动。

紧急关闭系统不是 Robotics 的组成部分，但是必须由设施运营方提供。

警告

器械连接到直线加速器的紧急关闭系统。在紧急情况下，激活直线加速器的紧急关闭开关，以停止
Robotics 移动。

Robotics 硬件和软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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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Robotics 软件

软件概述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和 Robotics 驱动程序软件可为您提供一个适合在非患者运行期
间使用的 Robotics 备选控制终端，以及增强的系统诊断功能。

软件类型 Robotics 维修和维护应用程序

平台 PC

推荐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XP；500 兆赫兹；内存：256 MB；
USB 2.0（1 个端口）；硬盘空间：55 MB

许可要求 Y

功能 在非患者运行中操纵 Robotics；电池监控；系统信息

许可数量 1 个工作区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内容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Robotics 驱动程序

语言支持 英语

品牌名称 Brainlab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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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Robotics 硬件

运行范围

图 36  

大运行范围

相对横向倾斜（纵翻/ψt）： 大 ±2.7 度

速度横向倾斜： 平均 0.43 度/秒； 大 0.7 度/秒

相对纵向倾斜（侧翻/φt）： 大 ±4 度

速度纵向倾斜： 平均 0.95 度/秒； 大 2.25 度/秒

大垂直位移速度：
25 毫米/秒（在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的头端测
得）

• 横向倾斜/纵翻定义为治疗床面坐标系（下标为 t）绕 Xt 轴进行的旋转。

• 纵向倾斜/侧翻定义为治疗床面坐标系（下标为 t）绕 Yt 轴进行的旋转。（通知符合 IEC
61217。）

（ICT 包含 ICT 无框架延伸装置）：

图 37  

Robotics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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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重量

设备的尺寸，不包含位于初始位置的治疗床面

高度 149 毫米

宽度 557 毫米

长度 855 毫米

自重和患者重量

设备重量 68 千克

大患者载重（带有成像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159 千克

大患者载重（带有 kVue Pro 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144 千克

大患者载重（带有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的 Robotics） 159 千克

弯曲和偏转

抽样测试值符合 IEC 60976。这些值是抽样值，仅用作参考。这些值因特定的临床安装而异。如需
关于测试方法、设置和结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EC 60976。

所引用的值来自对完整系统进行的测试，该系统包括治疗床基座、Robotics 和成像治疗床面。

垂直偏转 135 千克测

试 a（毫米）

垂直偏转 30 千克测试
b（毫米）

向左/向右发生横向位

移时，偏转角度 c 的
大变化（度）

向左/向右发生横向位

移时，治疗床面偏转 d

的 大变化（毫米）

Robotics 和成像治疗
床面位于 EXACT 治疗
床基座上

7.03 毫米 7.6 毫米 0.32° 0.26

Robotics 和成像治疗
床面位于 TrueBeam
治疗床基座上

6.77 毫米 8.26 毫米 0.42° 0.77

注：

a) Robotics 和成像治疗床面（安装有无框架延伸装置）。治疗床面位于等中心高度；Robotics
和治疗床面位于完全伸出位置；从头端开始，2 米长的成像治疗床面上承受 135 千克的重量；治
疗床面的垂直偏转在等中心处测得。

b) Robotics 和成像治疗床面（安装有无框架延伸装置）。治疗床面位于等中心高度；Robotics
和治疗床面定位后，治疗床面顶端位于等中心位置；从头端开始，1 米长的成像治疗床面上承受
30 千克的重量；治疗床面的垂直偏转在等中心处测得。

c) 治疗床面从左到右横向移动时的偏转角度 大变化（两个不同位置之间的 大值）

• 治疗床位于等中心以下 20 厘米；承重 135 千克

• 治疗床位于 大高度；承重 135 千克

d) 治疗床面从左到右横向移动时的垂直偏转 大变化（2 个不同位置之间的 大值）

• 治疗床位于等中心以下 20 厘米；承重 135 千克

• 治疗床位于 大高度；承重 135 千克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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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带有成像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与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带延伸装置）配合使用的 Robotics 上，允许的 大分布载重
为 159 千克。

警告

在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无延伸装置）头端， 大集中载重为 92.5 千克。

警告

在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的延伸装置上， 大载重为 40 千克。

警告

切勿踩踏成像治疗床面。

警告标签

下面的警告标签贴在 Robotics 或其子组件上：

标签 说明

• 在成像治疗床面（不带无框架延
伸装置）头端，可承受的 大集
中载重为 92.5 千克。

• 在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上，可承受的 大载重为 40 千
克。

• 切勿踩踏成像治疗床面。

患者的体重不得超过 159 千克，均
地分布在成像治疗床面上。

下面的警告标签贴在成像治疗床面上：

标签 说明

患者的体重不得超过 159 千克，均
地分布在成像治疗床面上。

带有成像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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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带有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的 Robotics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与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带有延伸装置）配合使用的 Robotics 上，允许的 大分布载重为
159 千克。

警告

在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无延伸装置）头端， 大集中载重为 100 千克。

警告

iBeam evo 延伸装置的 大载重为 70 千克。

警告

请勿踩踏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警告标签

如果安装有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则下面的警告标签贴在 Robotics 或其子组件上：

标签 说明

• 在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不
带无框架延伸装置）头端，允许
的 大集中载重为 100 千克。

• iBeam evo 无框架延伸装置允许
的 大载重为 70 千克。

• 请勿踩踏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患者的体重不得超过 159 千克，均
地分布在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上。

下列警告标签贴在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上：

标签 说明

患者的体重不得超过 159 千克，均
地分布在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上。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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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带有 kVue Pro 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与 kVue Pro 治疗床面（不依赖所用的插板）配合使用的 Robotics 上，允许的 大分布载重为
144 千克。

警告

在 kVue Pro 悬梁头端， 大集中载重为 95 千克。

警告

请勿踩踏 kVue Pro 治疗床面。

警告标签

下面的警告标签贴在 Robotics 或其子组件上：

标签 说明

在 kVue Pro 悬梁头端， 大集中
载重为 95 千克。

在与 kVue Pro 治疗床面（不依赖
所用的插板）配合使用的 Robotics
上，允许的 大分布载重为 144 千
克。

带有 kVue Pro 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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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手动控件

6.2.1 概述

设备左侧/右侧

.

① ② ③

图 38  

编号 组件

① 制动锁

② 用户界面

③ 开/关按钮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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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端

②

③

①

④

图 39  

编号 组件

① 制动释放检查孔

② 无线电天线

③ 电池充电器插孔

④ 保险丝

相关链接

制动释放第 119 页

手动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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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 LOCK ALL

①

图 40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LOCK ALL 按钮

按下可锁定/解锁 Robotics 马达制动器。如果制动器已锁定，
则 Robotics 无法自动移动：

• 按钮亮起：制动器锁定

• 按钮未亮起：制动器解锁

在启动时自检例程期间，制动器自动锁定。检查两个 LOCK ALL
按钮：每次开启设备时，它们都应亮起。

当 LOCK ALL 按钮亮起时，即表示电动马达制动器已锁定，或制动锁之一已禁用移动。解除锁定
后，制动锁将重新解锁 LOCK ALL 按钮。

警告

切勿同时触摸患者和 LOCK ALL 按钮。

用户界面电池显示

②

①

图 41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电池状态 LED

它可指示电池充电状态。

• 如果红色条闪烁，则表示电池的电量不足以支持继续运行。
虽然仍可进行移动，但是建议尽快为电池充电。

• 如果红色条快速闪烁，则表示电池的电量已完全用尽。Ro‐
botics 将自动关机（10 秒钟后）。

• 当 Robotics 正在充电时，LED 条闪烁，指示相应的电池状
态。

• 当所有的条都持续亮起时，即表示电池已充满电。

LED 条在启动时自检例程期间闪烁，表示显示屏正常工作。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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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② 电池充电器 LED
当电池充电器连接到 Robotics 时，此 LED 亮起绿灯，表示电
源输入来自电池充电器。

用户界面故障 LED

①

图 42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Fault（故障）LED

此 LED 指示阻碍任何移动的设备 Fault 状态。

根据系统故障的严重性，您可能只需确认临时故障情况，以清
除故障并继续操作（如使用 Service Application 或 ExacT‐
rac）。

在有些故障情况下，可能需要关闭 Robotics 并重新开启，才
能清除故障。

相关链接

电池充电第 114 页

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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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制动锁

制动锁

①

图 43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制动锁

制动锁是一种稳固螺栓，可将提升机械锁定在初始位置。

启动制动锁：

1.将治疗床面移至初始位置。

2.将制动锁旋钮转到锁定位置。

只有两个旋钮都完全转到 Locked 位置时，锁定提升机械才会
生效。

只有两个旋钮都转回 Unlocked 位置时，释放提升机械才会生
效。

注: 如果其中一个锁离开 Unlocked 位置，电动制动器也将自动锁定。因此，两个 LOCK ALL 按钮
都将亮起，表示设备已锁定。出于这个原因，释放制动锁后，需要使用 LOCK ALL 按钮将电动制动
器解锁。
 

制动锁的运行条件由旋钮上的箭头指示。确保总是将两个旋钮都完全转到 LOCKED 和 UNLOCKED 所
示的机械终点位置。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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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开/关按钮

开/关按钮

①
图 44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开/关按钮

开/关按钮可打开和关闭 Robotics。它们亮起即表示待机操作。
如果不使用设备进行患者摆位，建议关闭 Robotics 以节约电池
电量。

• 设备两侧的开/关按钮都必须开启，才能接通设备电源。

• 通过开/关按钮关闭 Robotics 电源之前，务必先利用软件将设
备置于空闲状态。在操纵过程中，不得关闭 Robotics 电源。
若在操纵时突然断电，则可能会导致设备产生机械应力。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系统必须重新进行初始化，并且必须执行 QA
程序以验证系统内部调整。

警告

切勿同时触摸患者和开/关按钮。

开/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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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足端

保险丝、电池充电器插孔、无线电天线

①

③

② ④

图 45  

编号 组件

① 无线电天线

② 电池充电器插孔

③ 保险丝

④ 充电器电缆

警告

切勿同时触摸患者和保险丝座。

相关链接

使用无线电发射机进行远程控制第 100 页

电池充电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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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使用无线电发射机进行远程控制

一般信息

Robotics 可利用基于蓝牙的无线电发射机，实现无线电远程控制。共有两个通讯点：

• Robotics 上的无线电天线位于设备的足端。

• 对于将设备连接到 ExacTrac 的外部无线电模块， 好位于治疗室的天花板上靠近设备足端的位
置。

外部蓝牙模块

①

②

图 46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LED

绿色：模块电源接通且处于空闲状态。

紫色：模块正在与 Robotics 建立无线电连接。

蓝色/闪烁：无线电连接已建立/数据传输。

② 活动天线
天线轴应适当调整，以使与天线轴垂直正交的轴指向 Robotics 的方
向。

注: 切勿将固体物品放在 Robotics 足端的无线电天线与外部无线电模块之间。
 

EMC 注意事项

这种医用电气设备需要采取特殊的 EMC 预防措施，并且必须由 Brainlab 服务人员和/或授权服务
合作伙伴相应地安装和运行。

设备采用 2.402-2.480 千兆赫兹范围内的射频运行。有效辐射功率为 10 毫瓦。

对于因电磁兼容性 (EMC) 问题而对其它设备可能产生的干扰，或其它 Bluetooth™ 设备的操作干
扰，Brainlab 不承担任何责任。移动便携式无线射频通讯设备可能会影响医用电气设备。

警告

即使其它设备符合 CISPR 发射要求，本设备也可能会受到这些设备造成的电气干扰。

使用无线电发射机进行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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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操作 Robotics

6.4.1 在患者摆位期间操纵 Robotics

一般信息

Robotics 仅可在临床上与患者摆位系统 ExacTrac 共用。

如需了解描述设备操作的临床工作流程信息，请参阅适用的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请注意，Robotics 的远程控制操作存在人身伤害风险。确保操作 Robotics 时，始终能够不受阻
碍地观察患者，特别是从治疗室外执行移动时。如有必要，调整室内摄像头系统。

警告

使用有创头环进行患者摆位时，切勿操作 Robotics。请通过 LOCK ALL 按钮锁定 Robotics，以确
保在患者摆位和治疗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 Robotics 移动。

警告

验证在 Robotics 移动时，患者不会掉落到治疗床和机架之间。如果无法消除碰撞的可能性，应重
新定位患者。

警告

请注意，为纠正角度偏差而进行的任何 Robotics 移动，都可能会造成沿 Xt、Yt 和/或 Zt 轴发
生明显的平移。在治疗之前，必须验证并纠正这种平移位移。

摆放患者时，应当尽可能地防止患者移动，如利用 Brainlab 防滑垫或其它适合的固定装置来固定
患者。

建议将机架旋转到 90 度至 270 度的角度范围内，以便在摆位过程中不受阻碍地观察患者，从而
避免产生夹伤患者的风险。

控制位置

您可从两个操作位置之一，来控制对 Robotics 的操纵：

• 在治疗室内，操作员直接站在设备旁边，或

• 在治疗室外，使用治疗控制面板。

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需要认真地观察和控制 Robotics 的任何移动，以避免给患者带来任
何危险或伤害。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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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不使用 Robotics 时的治疗床设置验证

一般信息

当 ExacTrac 或 Robotics 不用于患者摆位时，Robotics 应对准其中心位置。建议在患者治疗之
前，利用提供的水准仪验证正确对齐。

请参阅水准仪随附的技术数据表，以了解关于使用方法和精度的详细信息。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执行任何类型的放射治疗之前（无论是否应用 Robotics），都必须执行正确的患者摆位。治疗
之前，您必须验证当前患者摆位的精度足够高。如果执行治疗时未使用 ExacTrac 进行患者摆位，
应当使用适当的备用测量装置（如数字水准仪）验证当前患者摆位的精度。

警告

数字水准仪应定期校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由临床操作员负责。

不使用 Robotics 时的治疗床设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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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一般信息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您可利用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操纵 Robotics。

警告

切勿将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用于放射治疗之前和期间的患者摆位。

自动取消

如果在三分钟内未确认操纵请求，该请求将自动取消。要继续操纵，重新预选择移动并继续。

同样，如果在到达 终目标之前，释放确认按钮超过三分钟以暂停所执行的移动，则请求的操纵也
将被取消。系统恢复空闲状态，等待执行新的操纵。将显示错误消息 Target position not
reached，并且应用程序窗口顶部将显示红色的 Position not reached。

相关链接

使用制动锁第 121 页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默认视图

步骤

1. 启动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一条消息提示您不要使用此应用程序进行患者摆位。选择 Acknowledge 继续。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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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应用程序自动与 Robotics 建立连接。显示以下屏幕：

①②

③

④

• 连接状态 ① Robotics connected（绿色）显示连接已建立。

• 当 Robotics 移动到其目标位置时，则显示 Position Reached ②。Robotics 当前的位

置采用数字方式显示 ③。

• 该位置还可采用图形方式显示为单个绿色点 ④。

注: 请注意，所显示的 Robotics 位置仅用于主要方位引导。总体运行范围的图形显示（在此选项
卡中显示为钻石形）未按规定比例。所显示的值是指 Robotics 按照 IEC 61217 -“Table Top
System（治疗床面坐标系）”（名称下标为 t）的相对移动。所显示的值不考虑任何外部偏转源，
如治疗床基座弯曲。
 

如何使用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进行操纵

步骤

1. 选择 Maneuver 选项卡。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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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通过以下任意操作，预选择所需的纵翻和/或侧翻角度：

• 将位置点拖到运行范围内的任何位置，或

• 在选项卡底部的滚动菜单中，选择新的纵翻和/或侧翻角度。

①

②

预选择新位置后，当前位置显示为黄色点 ①，目标位置显示为蓝色点 ②。

到达目标位置时，该点变成绿色。

3. 单击 Go 以将操纵请求发送到 Robotics。

出现的对话框中将显示摆位移动：

选择 Acknowledge 以确认您的预选择，或选择 Cancel 以取消操作。

4. 如果预选择沿 Zt 轴正方向进行的移动，将会显示一个消息框，通知您治疗床面顶端的
大预期垂直位移。

这样，您可验证必须达到的 小自由净空，以避免发生碰撞。

验证并选择 Acknowledge 以确认设置，或选择 Cancel 以取消设置。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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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Robotics 现在已设置为执行所需的操纵。按下确认装置上的两个按钮，以开始移动。根据
控制位置，它可能是 ExacTrac 控制手柄或 ExacTrac 控制面板。同时按住两个按钮时，
Robotics 将持续向目标移动。释放按钮可暂停移动。

注: 图中展示以及描述的系统部件仅用作示例，外观可能会有所不同。
 

6. 操纵开始后，黄色圈根据 Robotics 的实际位置在网格中移动。应用程序在窗口顶部显示
Moving。

7. 操纵完成并达到目标位置后，位置网格中的蓝色圈和黄色圈融合，在目标位置形成一个绿
色圈。应用程序在窗口顶部显示 Position reached。

取消操纵

步骤

要取消操纵，选择应用程序窗口顶部的 Stop。

如何执行复位程序

如果发生系统错误，Robotics 可能会出于 QA 原因执行复位 (Homing) 程序。Homing 表示将提升
机械返回到其初始位置，并对设备的所有摆位传感器执行自动内部同步。

例如，激活制动释放后需要执行复位程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位置必须与设备的内部监视系
统重新同步。

在 Home Position，设备上部和下部接口板一侧连接到成像治疗床面，另一侧连接到治疗床基座，
这两个接口板相互平行。

根据具体的硬件设置机械变化和系统环境条件，此位置可能稍微偏离设备的 Center Position，后
者与理想/初始直线加速器坐标系的等中心一致。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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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步骤

1. 在 Maneuver 选项卡，选择 Home 以将 Robotics 移至初始位置。

2. 按下确认装置上的两个按钮，以开始移动。

如何关闭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步骤

1. 单击屏幕右上角的 Off。

ROBOTICS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107



步骤

2. 一个消息框显示出来，可引导您完成关闭程序，并使 Robotics 返回患者治疗前的有效默
认位置。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Home Position，或

• Center Position。这是先前使用 ExacTrac 系统配置工具设置的临床等中心位置。

• 如果不想更改 Robotics 的位置，则选择 Cancel。

注: 如果未定义有效的中心位置，则无法选择中心位置。
 

注: 根据您的具体硬件设置和系统环境条件的机械变化，初始位置可能稍微偏离中心位置
（等中心位置）。
 

3. 在决定重新调整 Robotics 位置后，如通过选择 Center Position，系统将会设置所需的
操纵并要求您开始移动：

4. 如果决定跳过 Robotics 位置的 终调整（按下 Cancel），将会显示一个消息框：

• 单击 Cancel，以确认您不想重新定位 Robotics，或

• 单击 Retry，再次尝试将 终 Robotics 位置设置为初始位置或中心位置。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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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消息框和系统警告

消息框和系统警告列表

消息 说明

由于电池充电器连接到 Robotics，因此无法移动。

拔下电池充电器，并单击 OK 进行确认。

由于通过 LOCK ALL 手动锁定了 Robotics，因此无法移
动。

按 LOCK ALL 解锁 Robotics，并按 OK 确认。

由于通过制动锁手动锁定了 Robotics，因此无法移动。

松开制动锁螺栓以将设备解锁，并单击 OK 进行确认。

Robotics 未连接。

与 Robotics 的通讯链路无法建立或运行期间中断。确保
Robotics 已开启，并单击 OK 进行确认。

Robotics QA 流程要求执行复位程序。

内部系统平衡流程要求执行复位程序，如在执行制动释放
后。

单击 Acknowledge 以开始复位程序。

如果现在不想继续此操作，单击 Cancel。

注: 在复位程序期间，必须通过机械方式卸载 Robotics。
在复位程序期间，患者不能躺在治疗床面上。
 

发生了通讯错误。

与 Robotics 的通讯联系在运行期间中断。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能会出现临时干扰，或通讯链路中存
在硬件故障。

• 确保在 Robotics 足端的无线电天线与外部无线电模块之
间，无大固体物品妨碍无线电链路。

• 确保在周围环境中，没有其它 Bluetooth™ 或 WLAN 无
线电发射机干扰无线电联系。

• 单击 Acknowledge 进行确认。

应用程序现在将关闭。

如有必要，将 Robotics 移到有效的默认位置，以执行患者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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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说明

此消息框在应用程序关闭时出现，引导您完成受控关机程
序。

选择 Home Position 或 Center Position，将 Robotics
移到有效的默认位置，以便进一步执行患者治疗。

单击 Cancel，以跳过对 Robotics 位置的 终调整。

Robotics 未移到有效的默认位置。在治疗患者之前，确保
重新定位 Robotics。

如果在应用程序关闭时，决定跳过 Robotics 位置的 终调
整，将会出现一个消息框要求您单击 Cancel，再次确认这
一点。要尝试定位 Robotics，单击 Retry。

如果无法成功完成调整移动，也会出现消息框。

发生了 Robotics 系统故障。

故障消息通知您应用程序的内部故障情况。

此故障需要您单击 Acknowledge 进行确认，以确保您知道
存在故障。单击 Show Details… 时，它还可提供更多详细
的故障描述。

您可单击 Exit Application，以结束应用程序。

故障情况和详细信息将存储在您计算机上的 Robotics 错误
日志文件中。

仅用于维修和维护应用！

本软件不能用于在临床应用中进行患者定位，其使用不得对
患者治疗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此消息框提醒用户不要将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用于患者摆位目的。

单击 Acknowledge 继续，或单击 Cancel 中止。

Robotics 移动设置。

此警告信息通知您预先计划的移动。单击 Acknowledge 确
认选择，或单击 Cancel 以调整移动计划。

Robotics 移动设置。

移动将产生垂直位移。

在移动前，请验证患者上方的间隙。

如果预先计划了沿 Zt 轴正方向的移动，将会出现警告信息
提醒您预先计划的移动，并通知您在治疗床面顶端预计出现
的 大垂直位移。

在移动前，请验证可用的间隙。

按 Acknowledge 以确认选择，或按 Cancel 以调整移动计
划。

消息框和系统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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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使用防滑垫

一般信息

Brainlab 防滑垫可放在治疗床面上患者身体下，在执行治疗床倾斜时提供更高的舒适度。

防滑垫

图 48  

合规性

Brainlab 防滑垫通过了有害物质测试，并按照 Oeko Tex Standard 100（产品类别 II）获准用于
皮肤接触应用。

如何使用防滑垫

按照下图所示的方法，将防滑垫放在治疗床面上。

图 49  

消毒

使用 Meliseptol 之类的表面消毒剂，执行标准表面消毒。请遵循消毒剂制造商的建议。

您也可使用柔软的湿布将防滑垫擦拭干净。切勿用纸擦拭。

储存

卷起防滑垫以便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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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测定性质

如果通过防滑垫进行照射，特别是与 Brainlab 成像治疗床面共用时，应通过适当的测量，以实验
方法验证衰减和剂量积累。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根据射束能量以及通过防滑垫的入射角度，辐射衰减将会有所变化。

警告

若机架在 6 点钟位置时，通过防滑垫进行向上辐射（按照 IEC 61217，phi-g = 180°），则产生
的剂量衰减大致相当于 1.4 毫米的水。在治疗计划过程中，可能未考虑此因素。

如何冲洗防滑垫

步骤

1. 在 高 30°C 的条件下，可使用温和清洁剂对防滑垫进行机洗（不应进行旋转脱水）。

2. 然后，可将防滑垫卷在毛巾中，以除去多余的液体。

3. 随后，应将其自然滴干，且不应放在旋转式脱水机或烘干机中，或放在暖气片上。

4. 在防滑垫完全干燥之前，不能进行折叠或用于患者治疗。

使用防滑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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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打开/关闭 Robotics

一般信息

如果不使用 Robotics 进行患者定位，Brainlab 建议关闭设备以节约电池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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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电池充电

一般信息

使用几个小时后，必须重新为电池充电。电池的运行时间取决于使用频率、操纵过程中的独立载
重，以及操作周期之间的待机时间。

按照设计规格，电池在正常临床应用中可使用一天。 

为电量完全用尽的电池重新充电时，需要大约八小时。Brainlab 建议夜间或周末为电池重新充
电。

电池类型

12 伏 VRLA（型号：Panasonic R123R4P）：四个电池串联产生 48 伏直流标称电压。

组件概述

②

③

①

图 50  

编号 组件

① 电池状态 LED

② 电池充电器 LED

③ 连接的充电器电缆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进行患者摆位或治疗之前，应当拔下电池充电器。

警告

切勿同时触摸患者和电池充电器插孔或电池充电器电缆。

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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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电池充电

步骤

1. 使用适当的主电源电缆（国家/地区特定的电源线），将电池充电器连接到主电源。

2. 将电池充电器的电源输出电缆连接到 Robotics。电池充电器 LED 亮起，表示电池充电器
正在向 Robotics 输入功率。

3. Robotics 开始为电池充电，此时电池状态 LED 闪烁。

4. 电池充满电后，LED 持续亮起，表示设备完全可正常工作。

5. 拔下电池充电器。

• 一手握住电缆，并向外拉弹簧式套筒以释放卡齿：

从 Robotics 拔下充电器插头时，应当谨慎操作。

• 如果未拉回弹簧式套筒，卡齿将会突出来：

• 如果已拉回弹簧式套筒，卡齿将会收回：

注: 如果已连接电池充电器，则无法操纵 Robotics。在进行患者治疗之前，必须拔下电池
充电器。
 

注: 即使设备已关闭，Robotics 仍可进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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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电池充电器

一般信息

电池充电器是 Robotics 的组成部分。

电源输入 100-240 伏 / 47-63 赫兹 / 1.5-0.7 安

保护等级 II

充电器

①

②

图 51  

编号 组件 注释

① 电源输出插头 连接到 Robotics

② 电源输入插座 IEC C8 型

注: 提供国家/地区特定的电源线。
 

注: 切勿将电池充电器放在难以从主电源断开的位置。确保在从壁式电源插座断开主电源线时，没
有沉重或过大的物品妨碍到您。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请仅使用 Brainlab 提供的电池充电器，为电池充电或运行 Robotics。仅将此电池充电器用于充
电或运行 Robotics 目的。

警告

若使用和连接非 Brainlab 指定用于该用途的组件，可能会导致漏电流超标或对设备造成其它损
坏，因而给患者或用户带来危险！

如果任何操作员未遵从上述限制，连接 Brainlab 针对该用途的指定组件以外的组件来创建 IEC
60601-1-1 定义的医用电气系统，该操作员将承担安全操作此系统的无限责任！

电池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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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清洁

一般信息

请使用柔软的干布清洁 Robotics。通过微湿的布擦除污渍。切勿用水、尖锐物品、粗糙物质或腐
蚀性肥皂来清除残留物，尤其是波纹管上。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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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维护系统

6.7.1 用户检查

每日检查

出于安全原因，建议每日检查以下各项，如在系统启动时。如果检测到组件损坏或其它故障，请按
照下面介绍的方法继续。

系统部件 检查

电池充电器：

• 外壳

• 主电源线

• 直流电源线

• 接头

目视检查外壳和绝缘层的完整性：

• 外壳和电缆套管无扭结或断裂

• 防弯曲装置未损坏

• 接头未损坏

制动锁系统（机械制动装置）

功能控制：

• 正确地指示 Locked 和 Unlocked 状态

• 锁定/解锁左/右制动锁

• 对于每个左/右制动锁，检查两个 LOCK ALL LED 是
否都亮起

Robotics 上的盖子和外壳

目视检查外壳和绝缘层的完整性：

• 盖子无破裂

• 盖子无松脱

警告标签 硬件组件上的警告标签和符号清晰可辨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为了避免人员被夹在设备的运动部件之间，进而造成人身伤害或系统损坏，Robotics 的盖子必须
安装正确且无任何损坏迹象。如果盖子损坏或已拆下，切勿操作 Robotics。

相关链接

损坏的设备第 130 页

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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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制动释放

一般信息

如果发生无法清除的 Robotics 内部故障，可能需要释放提升机械的电动制动器，以便用手将成像
治疗床面移回其初始位置。

若继续进行患者治疗而不使用 Robotics，则可能需要这样操作。

注: 马达制动器解锁后，成像治疗床面仅通过气压弹簧保持在位。在治疗床面上，任何额外的载重
都将导致成像治疗床面向下倾斜。如果在成像治疗床面处于向下位置时，激活了制动释放，则也会
出现这种情况。此时，激活制动释放将会导致成像治疗床面向上倾斜。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若激活制动释放，将会使马达制动器解锁。请注意，在按下制动释放按钮时，重力或弹簧张力可导
致治疗床面快速移动。

治疗床面自由移动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加速力，这可能会使患者受伤，尤其是在使用有创患者固定系
统时！

当患者躺在治疗床上时，切勿激活制动释放按钮。

开始前

• 要利用制动释放移动治疗床面，至少需要有两人在场。

• 确保在激活制动释放的过程中，治疗床上无载重或患者。

相关链接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第 103 页

如何使用制动释放

步骤

1. 将电池充电器连接到 Robotics。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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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取下遮住制动释放的白色塑料帽。

3. 在孔中插入一个细长物体（如针），并按盖子后方的制动释放按钮。

4. 如果按钮已释放，传动制动器将重新啮合。这种手动倾斜必须由两人执行，一人按住此按
钮，另一人将治疗床面手动移到正确位置。

5. 在正确位置时，释放此按钮以啮合传动制动器。然后重新插入塑料帽以遮住该孔。

注: 按下制动释放按钮后，Robotics 对 ExacTrac 发出的任何驱动命令都没有反应。
 

注: 激活制动释放后，需要先执行复位程序，然后才能将设备投入临床应用。
 

制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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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使用制动锁

一般信息

如果设备长时间不使用或停止工作，Brainlab 建立利用制动锁将 Robotics 锁定。

相关链接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第 103 页

如何使用制动锁

步骤

1. 将成像治疗床面移至初始位置（如通过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根据治疗床设置，初始位置可能与治疗室的固定坐标系（下标为 f）不同。但是，Robo‐
tics 的顶板和底板必须相互平行。

2. 将两个制动锁都转到 LOCKED 位置。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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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电池维护

Charging 选项卡

通过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中的 Charging 选项卡，可追踪当前充电过程中的电池电压
和电流，或检查先前的充电周期。这可能有助于判断电池状况。

图 52  

电池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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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如何充电

①
② ③

图 53  

编号 阶段 说明

① 充电阶段 1
在第一个序列中，电池以大约 2 安培的恒定充电电流进行
充电。根据初始电池充电状况，此序列可能会持续几个小
时。在此序列中，电池电量将达到其 大容量的大约 60%。

② 充电阶段 2

当电池达到充电终点电压时，充电电流自动减小，并适当调
整以保持此 大电压常数。要将电池电量完全充满到
100%，必须经过此阶段。

注: 结束电压与温度有关，因此可能显示稍有波动的值。
 

③ 充电阶段 3

如果第二阶段的残余充电电流降到 100 微安以下，则表明
电池已充满电。

为了避免电池出现过充电，应当调节电流，以使连续涓流充
电电压保持恒定。在此状态下，电池可随时使用，并且只有
等到拔下电池充电器后，内部电损耗才达到平衡。

停用电池

警告

如果预计长时间不使用 Robotics，应将电池取出单独存放。电池更换工作只能由 Brainlab 服务
人员和/或授权服务合作伙伴进行。

如果预计长时间不使用，Brainlab 建议将电池充满电，然后取出并单独存放。

• 将电池存储在温度范围为 -15-40°C 的环境中。

• 切勿使电池浸入或蘸到水/海水；那样可能腐蚀电池、起火或产生触电危险。

• 切勿将电池存放在多尘环境中，那样可能会造成电池短路。

您可将旧电池或破裂的电池发回 Brainlab，以供回收利用。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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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Robotics 随附的电池含有某些物质，若在使用后不受控地随生活废品丢弃，则可能对环境产生危
害。因此，旧电池或损坏的电池必须进行回收。

警告

即使是完全放电或已损坏的电池，也仍有大量的剩余电能，如果不谨慎处理，可能会引起火灾或爆
炸。切勿将电池与生活废品放在一起处理。

相关链接

损坏的设备第 130 页

如何显示充电日志

Robotics 中自动存储 近四个充电周期的重要关键参数值。此日志文件可从设备上传。拔出充电
器后，此功能才可用。

步骤

1. 选择 Charging 选项卡。

2. 选择 Show last chargings。

3. 从所显示的列表中，选择一个标有日期和时间的充电日志。

电池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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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上传的关键参数显示在特征充电曲线内。

如何追踪当前充电周期

您可在 Charging 选项卡中实时查看当前的充电进程。此处将提供更多关于当前电池状态的详细信
息。

步骤

1. 选择 Charging 选项卡。

2. 插入电池充电器。

充电器插入 Robotics 后，立即开始记录充电曲线。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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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Charging 选项卡实时显示电池电压以及充电电流。通过充电特征的变化，可检测到存在缺
陷的电池。

电池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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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存充电周期

充电日志和当前充电周期均可保存到磁盘，以供存档。

步骤

在 Charging 选项卡的底部，选择 Save Record ①。

①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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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检索版本信息

如何查看版本信息

步骤

选择 Version 选项卡。

它显示：

• 被许可人

• 固件校验和

此外，它还显示以下版本号：

•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 相应的 DLL

• Robotics 固件版本

检索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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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BOTICS 安全性技术检查
7.1 STI - 安全性技术检查要求

范围和间隔

按照 IEC 62353（IEC 62353/医疗电气设备 / 医疗电气设备的循环测试和维修后测试）的要求，
应当定期对设备进行质量保证检查，每年至少一次。

有关强制性安全性技术检测要求的详细列表，请参阅当前版本的“STI Robotics 技术资料”。

安全性检查记录

在安全性技术检查期间，所执行的全部测试均应全面地记录。

由 Brainlab 工作人员执行检查

如果用户购买了服务合同，Brainlab 支持专家将会在每年的 PMI 中执行安全性技术检查。

如果您没有服务合同，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安排固定收费的检查。

检查人员的资格

安全性技术检查必须由获得授权的合格人员执行：

• 具备对医用电气设备执行安全性检查的资格。

• 熟悉产品安全信息和产品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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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认为设备不安全的情况下，立即书面通知 Brainlab。

ROBOTICS 安全性技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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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损坏的设备

7.2.1 停止使用

检测到损坏

在以下情况下，请勿使用系统或系统组件：

• 电源线或插头出现损坏或磨损

• 液体溅入设备中

• 按照操作说明操作时，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 系统组件掉落或外壳损坏

• 系统组件的性能明显降低，表明需要维修

• 系统漏出液体

• 系统冒烟

如何处理

如果您发现故障：

• 关闭系统并立即断开公用电源

• 拆除保险丝

• 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 在设备上张贴适当的告示（如“请勿使用”），以防他人无意中使用

损坏的设备

130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7.2.2 退回损坏的设备

报告损坏的设备

对于任何损坏的设备，应当立即连同以下信息报告给 Brainlab 支持人员：

• 系统序列号（位于系统的型号牌上）

• 存在故障的部件的序列号（印在部件上）

• 问题说明

维修和更换

Brainlab 支持专家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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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下损坏的设备

根据 Brainlab 支持人员的指示，只拆下存在缺陷的部件。

退货说明

• 使用适当的包装材料，并将每个有缺陷的部件正确地包裹并装入其原始包装箱、更换产品包装箱
或其它适当的包装箱中，使产品不会遭受进一步损坏。

• 填写并交还传真给您或随附于更换零部件上的退货授权表 (RMA)。

• 用胶带封牢包装箱。

• 将有缺陷的产品运至其中一个退货地址。如果您不确定在哪里退回产品，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
人员。

退货地址

Brainlab Logistikzentrum

RMA Dept.

Marsstr.6a

85551 Kirchheim-Heimstetten

德国

Brainlab Inc.

RMA Dept.

3 Westbrook Corporate Center

Suite 400

Westchester, IL 60154

美国

Brainlab KK

RMA Dept.

Tamachi East Bldg. 2F,

3-2-16 Shibauram,

Minato-ku,

Tokyo 108-0023

日本

Brainlab Ltd.

RMA Dept.

Unit 2102, 21/F, The Hennessy

256 Hennessy Road

Wan Chai

香港

ROBOTICS 安全性技术检查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131



7.3 法规信息

合规性

Robotics 符合以下要求：

• IEC 60601-1:2012，医用电气设备 - 针对基本安全和必要性能的一般要求

• IEC 60601-1-1，医用电气设备 - 第 1-1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 并列标准：医用电气系统的安
全要求

• IEC 60601-1-2:2007，医用电气设备 -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 要求和测试

• IEC 60601-1-4，医用电气设备 - 并列标准：可编程医用电气系统

• IEC 60601-1-6，医用电气设备 - 并列标准：可用性

• IEC 60601-2-1，医用电气设备 - 能量范围为 1-50 MeV 的电子加速器的基本安全和必要性能专
用要求

• R&TTE 指令 1999/5/EC - EN 300 328

• FCC/CFR 47 第 15 部分

• （日本）特定无线电设备技术监管符合性认证（MPT 法令编 37 号，1981）第 2 款，第 1 段，
第 19 项“2.4GHz band wide band low power data communication system”

Robotics 是一种具有内置电源的 B 类应用的组件（IEC 60601-1，医用电气设备 － 安全通用要
求）。连接至 II 类电源。

Brainlab 负责根据 IEC 60601-1 正确安装 Robotics 设备及其子组件。这包括符合本文规定的设
备（应用的组件）漏电流。

如果将 Robotics 集成到直线加速器系统，便会创建一个新的医用电气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系统
操作员需要为此系统负责。

在投入临床使用前，系统操作员应根据 IEC 60601-1-1 对医用电气系统进行相应验收测试。

有关其它地区标准的合规性问题，请联系您的 Brainlab 销售合作伙伴。

日本

本产品含有无线电模块 cB-0946，并符合日本特定无线电设备技术监管符合性认证。MIC 证书编号
为 204-210003。

FCC 规定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定的第 15 部分。操作应遵循以下条件：(1) 此设备不能产生任何有害干扰，
以及 (2) 此设备必须能够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非正常工作的干扰。

FCC ID：PVH0946。

加拿大

本设备符合加拿大 RSS-210（第 7 版）、RSS-GEN（第 2 版）、RSS-102（第 4 版），证书编号
IC：5325A-0946。

保修

保修不适用于因滥用、意外、误用、使用不当、不正确的重新安装或退货时包装不当而损坏的产
品。

保修也不适用于在未经 Brainlab 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改动或更换的产品。

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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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MC 注意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若使用非指定的附件、换能器和线缆（不包括 Brainlab 作为内部组件更换件销售的换能器和线
缆），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或系统的辐射量增大或者抗扰性降低。

警告

不得调整系统设置或系统组件配置。当设备附近的电气安装（如电缆布线）发生调整时，请验证设
备能够正常运行。

指南和生产商声明 - 电磁辐射

Robotics 适用于下面指定的电磁环境。Robotics 的客户或用户应当确保设备在这种环境中使用。

辐射测试 合规性 电磁环境 - 指南

射频辐射

CISPR 11
组 1

Robotics 只将射频能量用于内部功能。因此，其射
频辐射水平非常低，不大可能对邻近的电子设备产生
任何干扰。

射频辐射

CISPR 11
A 类

Robotics 适用于除民宅以外的其它所有设施，并且
在考虑到以下警告的情况下，也可用于民宅设施以及
直接与公共低压电网（为民用建筑供电）连接的设
施。

警告：本设备/系统仅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使用。本
设备/系统可能引起无线电干扰，或导致附近的设备
停止运行。因此，可能需要采取缓解措施，如调整
Robotics 的方向或位置，或者对现场进行屏蔽。

谐波辐射

IEC 61000-3-2
A

电压波动/闪烁辐射

IEC 61000-3-3
合规

指南和生产商声明 - 电磁抗扰性

Robotics 适用于下面指定的电磁环境。Robotics 的客户或用户应当确保设备在这种环境中使用。

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南

静电放电 (ESD)

IEC 61000-4-2

±6 千伏接触放电 ±8
千伏空气放电

±6 千伏接触放电 ±8 千伏空
气放电

地板应该是木质地板、水泥地板或瓷
砖地板。如果地板覆盖有合成材料，
则相对湿度应至少为 30%。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IEC 61000-4-4

对于电源线 ±2 千
伏，对于输入/输出线
±1 千伏

对于电源线 ±2 千伏，对于输
入/输出线 ±1 千伏 电源质量应达到典型商业环境或医院

环境中的电源质量。
电涌

IEC 61000-4-5

线路间 ±1 千伏，接
地 ±2 千伏

线路间 ±1 千伏，接地 ±2
千伏

电源输入线路上的电压
骤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

IEC 61000-4-11

< 5% UT（UT 中 > 95%
骤降），持续 0.5 个
周期

40% UT（UT 中 60% 骤
降），持续 5 个周期

70% UT（UT 中 30% 骤
降），持续 25 个周期

< 5% UT（UT 中 > 95%
骤降），持续 5 秒

< 5% UT（UT 中 > 95% 骤
降），持续 0.5 个周期；40%
UT（UT 中 60% 骤降），持续
5 个周期；70% UT（UT 中 30%
骤降），持续 25 个周期

< 5% UT（UT 中 > 95% 骤
降），持续 5 秒

电源质量应达到典型商业环境或医院
环境中的电源质量。如果用户要求
Robotics 在断电时继续运行，
Brainlab 建议采用不间断电源或电
池为 Robotics 供电。

ROBOTICS 安全性技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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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南

工频磁场（50/60 赫
兹）

IEC 61000-4-8

3 安/米 3 安/米
工频磁场应达到典型商业环境或医院
环境中典型位置的水平特征。

注: UT 是应用测试等级之前的交流电源电压。
 

指南和生产商声明 - 电磁抗扰性

Robotics 适用于下面指定的电磁环境。Robotics 的客户或用户应当确保设备在这种环境中使用。

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
试等级

合规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南

使用移动便携式射频通信设备时，与 Robo‐
tics 任何部件（包括线缆）之间的距离应该
不超过建议间距，后者是根据适用于发射器
频率的方程式计算得出。

建议间距

传导射频 IEC
61000-4-6

3 Vrms，150
千赫兹至 80
兆赫兹

3 Vrms d 1.17 P=

辐射射频 IEC
61000-4-3

3 伏/米，80
兆赫兹至 2.5
千兆赫兹

3 伏/米

d 1.17 P= 80 MHz  800 MHz-

d 2.34 P= 800 MHz  2.5 GHz-

其中：P 是发射器生产商提供的发射器 大
输出功率额定值（以瓦特 (W) 为单位），d
是建议间距（以米 (m) 为单位）。

通过电磁现场勘测 a，固定射频发射器的场强

应低于每个频率范围中的合规等级 b。

对于标有以下符号的设备，可能会在周边环
境产生干扰：

注: 在 80 兆赫兹和 800 兆赫兹下，频率范围高者适用。
 

注: 这些指导原则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和反射会影响电磁传
播。
 

a 固定发射器（如无线 [蜂窝/无绳] 电话和地面移动无线电、业余无线电、AM 和 FM 无线电广
播以及电视广播的基站）的场强，在理论上无法精确预测。为了评估固定射频发射器的电磁环
境，应该考虑电磁现场勘测。如果在使用 Robotics 的位置，测得的场强超出上述适用的射频合
规等级，应观察 Robotics 以验证其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发现性能异常，则可能需要采取其它措
施。

b 如果超过 150 千赫兹至 80 兆赫兹这一频率范围，场强应小于 3 伏/米。

EMC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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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便携式射频通信设备与 Robotics 之间的建议间距

发射器的额定 大输出功率

瓦

根据发射器频率的间距

米

150 千赫兹至 80
兆赫兹

d 1.17 P=

80 兆赫兹至 800
兆赫兹

d 1.17 P=

800 兆赫兹至 2.5 千兆
赫兹

d 2.34 P=

0.01 0.1 0.1 0.2

0.1 0.4 0.4 0.7

1 1.2 1.2 2.3

10 3.7 3.7 7.4

100 12 12 23

如果发射器的 大额定输出功率不在上述之列，可使用适用于发射器频率的方程式来估算建议间
距（以米 (m) 为单位）；其中，P 是发射器生产商提供的发射器 大输出功率额定值（以瓦特
(W) 为单位）。

注: 在 80 兆赫兹和 800 兆赫兹下，频率范围高者的间距适用。
 

注: 这些指导原则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和反射会影响电磁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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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洁治疗床定位板

8.1 清洁和消毒定位板

一般信息

本章包含以下项的清洁和消毒说明：

•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经过测试的治疗床面消毒剂：

消毒剂 成分 浓度 制造商 建议接触时间

QUATHOHEX

（浓缩液）

苯甲基-C8-18-烷基二甲基
氯化铵

10-15%

Braun,

Melsungen

Deutschland

（德国）

15 分钟

清洁活性物质：非离子表
面活性剂

10-15%

二癸基二甲基氯化铵 > 6%

2-丙醇 > 5%

椰油基丙二胺乙酸胍 > 4.2%

医用 70% 酒精

乙醇 > 50% Brenntag

Nordic,

丹麦

15 分钟
异丙醇 1-5%

Mikrozid AF Li‐
quid

酒精 50%、60%

Schülke & Mayr
GmbH

Norderstedt,
德国

Incidin Plus 2% 烷基胺
0.7%（在
2% 溶液
中）

Ecolab GmbH

Monheim, 德国

Perform 活性氧
1.35%（在
3% 溶液
中）

Schülke & Mayr
GmbH

Norderstedt,
德国

Antiseptica Combi
- 表面消毒

乙醛
1%（在 4%
溶液中） ANTISEPTICA

chem.-pharm.
Produkte GmbH

Pulheim, 德国氯化物
0.4%（在
4% 溶液
中）

注: 若含有乙醛和胺的消毒剂用于同一表面上，则可能导致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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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已经被体液污染，则必须予以
消毒。

警告

不得使用腐蚀性清洁剂、溶剂或研磨清洁剂。如果不确定清洁剂的性质，请勿使用。

对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使用清洁和消毒技术时，必须遵
循设备所在地的司法辖区内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在每个患者治疗周期前，必须对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或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进
行常规消毒。

如何清洁定位板

步骤

1. 用布和适当的清洁剂擦拭设备。

2. 用毛纺布将其擦干。

清洁和消毒定位板

138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索引
A

安全处理................................................ 8
安全性技术检查........................................ 129
安全性检查记录........................................ 129

B

版本信息.............................................. 128
保险丝.............................................. 94,99
保修.................................................. 132
鼻梁................................................ 65,71
标签................................................ 90-92

C

Charging 选项卡....................................... 122
CISPR................................................. 100
CIVCO 通用治疗床面 (UCT LE)............................ 49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43
充电日志.............................................. 124
充电周期.............................................. 125
处置说明................................................ 8

D

底层面膜............................................ 64,70
电池，停用............................................ 123
电池充电.............................................. 114
电池充电器 LED..................................... 96,114
电池充电器插孔......................................... 94
电池维护.............................................. 122
电池状态 LED....................................... 95,114
电磁辐射.............................................. 133
垫片................................................... 59
顶层面膜............................................ 66,72
定位器................................................. 39
多功能夹............................................... 37

E

EMC............................................... 100,133

F

FCC................................................... 132
防滑垫................................................ 111
废弃电气电子设备 (WEEE)................................. 8

G

故障 LED............................................... 96

H

合规性，Robotics...................................... 132

J

加拿大，法规.......................................... 132
夹具................................................... 59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16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设备............................ 15,16
兼容性

医疗软件............................................. 16
检查，Robotics........................................ 118
警告标签，Robotics.................................. 90-92

K

开/关按钮.............................................. 98
可持续性................................................ 8
快速释放装置........................................... 40

L

LOCK ALL 按钮.......................................... 95
拉紧和松开.......................................... 66,72
蓝牙.................................................. 100
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61,69-72
螺钉................................................... 59

M

面膜硬化............................................ 64,70
面膜组件............................................ 60,61
目标定位器............................................. 39

Q

Qfix kVue 治疗床面..................................... 48
倾斜................................................... 88
清洁................................................ 64,70
清洁 Robotics......................................... 117
清洁面膜............................................ 64,70

R

Robotics Service Application.......................... 103
日本，法规............................................ 132
软件，用于 Robotics................................... 104

S

手册................................................... 20
塑形夹具............................................... 59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 62
损坏，Robotics........................................ 130

T

退货地址.............................................. 131

W

Winston-Lutz 测试
底片曝光............................................. 84

为电池充电............................................ 122
文件................................................... 20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31,76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 31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31,59,65,71,76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 31

索引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139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35
无框架放射外科...................................... 75,79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 36,37,66,75,76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79
无线电连接...................................... 94,99,100

X

系统警告.............................................. 109
消息框................................................ 109

Y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60,63-66
医疗软件............................................... 16
用户指南............................................... 20
运行范围，Robotics..................................... 88

Z

支持联系电话............................................ 7
指南................................................... 20
制动释放........................................... 94,119
制动锁.......................................... 93,97,121
中层面膜............................................ 65,71
主开关................................................. 93
准备................................................ 63,69

索引

140 硬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2.4 患者支持系统





brainlab.com

文件编号：60919-46ZH

*60919-46ZH*


	目录
	1 一般信息
	1.1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1.2 法律信息
	1.3 预期用途
	1.3.1 适用范围
	1.3.2 使用本系统
	1.3.3 关于本指南

	1.4 符号
	1.5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1.5.1 Brainlab 医疗设备
	1.5.2 Brainlab 医疗软件
	1.5.3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1.6 培训
	1.7 文件

	2 患者支持系统组件配置
	2.1 无框架放射外科 (FRS) 的组件配置
	2.2 FRS 成像配置
	2.2.1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可用成像配置
	2.2.2 FRS 成像支撑的可用成像配置

	2.3 FRS 治疗配置
	2.3.1 ICT 无框架延伸装置的可用治疗配置
	2.3.2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的可用治疗配置


	3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3.1 可用的组件
	3.2 CT 扫描和血管造影 X 射线成像组件
	3.2.1 无框架 SRS 通用 CT 定位板
	3.2.2 无框架放射外科成像支撑
	3.2.3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3.3 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组件
	3.3.1 Brainlab 的 Varian Exact 成像治疗床面
	3.3.2 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
	3.3.3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3.3.4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SRS 通用 CT 定位板的剂量测定属性
	3.3.5 无框架放射外科定位阵列

	3.4 患者面膜塑形组件
	3.4.1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3.4.2 无框架 SRS 面膜支撑垫
	3.4.3 无框架 SRS 面膜附件
	3.4.4 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4.5 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5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5.1 准备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5.2 塑形延伸的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6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6.1 准备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3.6.2 塑形颅脑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1 患者）


	4 成像和治疗程序
	4.1 使用 Brainlab FRS 组件成像
	4.1.1 CT 扫描
	4.1.2 血管造影 X 线成像

	4.2 使用 Brainlab FRS 组件治疗患者

	5 质量保证
	5.1 无框架 SRS QA 目标指示器
	5.2 安装目标指示器
	5.3 使用目标指示器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
	5.4 底片曝光

	6 ROBOTICS
	6.1 Robotics 硬件和软件组件
	6.1.1 Robotics 软件
	6.1.2 Robotics 硬件
	6.1.3 带有成像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6.1.4 带有 iBeam evo 治疗床面 CA 的 Robotics
	6.1.5 带有 kVue Pro 治疗床面的 Robotics

	6.2 手动控件
	6.2.1 概述
	6.2.2 用户界面
	6.2.3 制动锁
	6.2.4 开/关按钮
	6.2.5 足端

	6.3 使用无线电发射机进行远程控制
	6.4 操作 Robotics
	6.4.1 在患者摆位期间操纵 Robotics
	6.4.2 不使用 Robotics 时的治疗床设置验证
	6.4.3 在非患者运行期间操纵 Robotics
	6.4.4 消息框和系统警告
	6.4.5 使用防滑垫
	6.4.6 打开/关闭 Robotics
	6.4.7 电池充电

	6.5 电池充电器
	6.6 清洁
	6.7 维护系统
	6.7.1 用户检查
	6.7.2 制动释放
	6.7.3 使用制动锁
	6.7.4 电池维护
	6.7.5 检索版本信息


	7 ROBOTICS 安全性技术检查
	7.1 STI - 安全性技术检查要求
	7.2 损坏的设备
	7.2.1 停止使用
	7.2.2 退回损坏的设备

	7.3 法规信息
	7.4 EMC 注意事项

	8 清洁治疗床定位板
	8.1 清洁和消毒定位板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