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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1.1 联系资料

支持

如果在本指南中找不到所需信息或者遇到了疑问和问题，请联系 Smith+Nephew 支持人员：

地区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

全球支持
电话：+1 833 766 2846

传真：+1 763 452 4980
CustomerSupport.Robotics@smith-nephew.com

预期使用寿命

为本产品提供八年的服务，有特别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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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商联系信息

地区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

美国、加拿大、中美和南美地区
电话：+1 800 597 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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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 电话：(0800) 892 1217 brazil.support@brainlab.com

英国 电话：+44 1223 755 333

support@brainlab.com

西班牙 电话：+34 900 649 115

法国和法语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 1044

传真：+49 89 991568 811

日本
电话：+81 3 3769 6900

传真：+81 3 3769 6901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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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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uzz® Navigation (Ceiling-Mounted)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Curve®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Kick®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iHelp® 是 Brainlab AG 的商标。

非 Brainlab AG 商标

•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 KingMark® 是 Brainlab Ltd 的注册商标。

• Smith & Nephew、Smith+Nephew 及其徽标是 Smith+Nephew plc 的注册商标。

• TraumaCad® 是 Brainlab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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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的第三方软件

本软件部分基于以下作品。有关完整的许可证和版权声明，请访问以下链接：

• Direct3D11 (Microsoft Corporation, http://www.microsoft.com/)

• Effects11 (Microsoft Corporation, http://www.microsoft.com/)

• FTDI (Future Technology Devic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https://www.ftdichip.com/
Drivers/FTDriverLicenceTerms.htm)

• Independent JPEG Group (https://github.com/uclouvain/openjpeg/blob/master/LICENSE)

• lapack (http://www.netlib.org/lapack)

• libjpeg (http://www.ijg.org)

• LibJpeg2k (http://www.openjpeg.org/)

• LibJpeg8 (Kuratorium OFFIS e.V., http://www.dcmtk.org, http://www.ijg.org)

• LibJpeg16 (Kuratorium OFFIS e.V., http://www.dcmtk.org, http://www.ijg.org)

• libjpeg-turbo (https://github.com/libjpeg-turbo/libjpeg-turbo/blob/master/
LICENSE.md)

• libpng (http://www.libpng.org/pub/png)

• libtiff 4.0.4 beta (http://www.libtiff.org/misc.html)

• OpenJPE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https://github.com/uclouvain/
openjpeg/blob/master/LICENSE)

• MergeComLib (IBM Watson, https://www.merge.com/)

• meta (Microsoft Corporation,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ange-V3-VS2015/blob/
master/LICENSE.txt)

• NVAPI (NVIDIA Corporation, www.nvidia.com)

• NVidia (NVIDIA Corporation, www.nvidia.com)

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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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 (Microsoft Corporation, https://github.com/microsoft/Range-V3-VS2015/blob/
master/LICENSE.txt)

• Xerces-C++，由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开发 (https://xerces.apache.org/xercesc/)

• zlib (http://zlib.net/)

CE 标签

CE 标签表明 Brainlab 产品符合理事会指令 93/42/EEC（以下简称“MDD”）的
基本要求。

按照 MDD 中设定的原则，HIP7 属于 IIa 类产品。

处置说明

当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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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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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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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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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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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符号

符号 说明

制造商

查阅使用说明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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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用本系统

用途

HIP7 旨在用作术中影像引导定位系统，帮助实现微创手术。本系统将一个由被动标记传感器系统
跟踪的徒手探测器链接到 Brainlab IGS 平台正在处理的患者术前影像数据中或患者骨骼的单独三
维模型中的虚拟计算机影像空间，该影像空间通过在骨骼表面获取多个标志而生成。

系统可用于任何可视为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立体定向手术，且能够相对于基于 CT、X 线或 MR 的
解剖模型识别刚性解剖结构（如长骨或脊椎）参照物的医疗情况。本系统可帮助外科医生将髋关节
内置假体准确地导航到术前或术中计划的位置。

矫形外科手术过程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 全关节置换术

• 微创矫形外科手术

使用地点

本应用程序应当用于手术室/手术间。

操作、储存或运输期间的特定环境条件详见各平台和器械用户文档。

用户数据资料

HIP7 的预期用户是矫形外科医生和外科护士。矫形外科医生应具备实施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经验。

本设备通常用于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机构。

用 Arial 字体书写时，用户应该能够阅读和理解“西方阿拉伯数字”。

在使用过程中，此导航系统仅为外科医生提供额外辅助，并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或代替外科医生的
经验和职责。

患者族群

HIP7 适用于需要进行全髋关节置换 (THR) 手术的患者。治疗对象仅限完全成熟的成年人。（计算
患者仰卧位和侧卧位配准结果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体解剖结构的统计值。这些值仅适用于
完成发育成熟的成年人。）

谨慎操作硬件

系统组件和辅助器械包含精密的机械部件，请小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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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获益

与传统技术相比，HIP7 可减少臼杯方位方面的异常值。异常值是指 常用的安全区（Lewinnek 安
全区）之外的臼杯。

与传统技术相比，HIP7 能够更精确地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

副作用

• 额外切口：使用 HIP7 导航时，在髂嵴需要额外的皮肤切口，以使用骨钉牢固地固定参照阵列。

• 固定钉固定：在导航过程中，需在固定钉固定部位作额外钻孔。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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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时间增加：使用当前导航技术时，报告过手术室时间增加，主要是由于配准的额外工作。

并发症

• 手术室时间增加导致的手术部位感染：手术时间和手术部位感染之间存在关联。因此，请务必评
估各位患者的病情，并在必要时继续操作而不进行导航。

• 置钉部位骨折/感染：为了实现参照阵列的刚性固定，可以将一两个 Schanz 螺钉固定至骨骼以
进行连接。这可能导致局部效应，如钉位骨折、感染、坏死和骨弱化。

禁忌症

患有妨碍正确配准旋转中心的疾病（如发育不良或其他骨盆畸形）的患者只能使用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进行治疗，该流程不需要配准髋臼旋转中心。旋转中心不准确可能会导致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导航不准确。

髂嵴骨质疏松症患者不得使用 HIP7 导航系统进行治疗，因为髂嵴骨质疏松症会危及固定骨盆参照
阵列所需的 Schanz 螺钉的安全固定。松散的导航阵列可能会导致不准确的配准和导航。因此，临
床专家必须在进行阵列固定前评估局部骨质。

使用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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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统精度

臼杯方位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前瞻性临床验证研究 1，即以骨盆前平面 (APP) 为解剖体平面，参考臼杯倾
斜和前倾值，分析 HIP7 中侧卧位和仰卧位骨盆配准的准确性。该研究涵盖了对 55 岁以上患者进
行的 48 场全髋关节置换术。这些手术使用的是 Brainlab Hip 5.1 导航系统，其中包括经皮获取
APP 作为术中导航的基本参考。此外还获取了 HIP7 侧卧位和仰卧位配准程序所需的所有标志。由
于 HIP7 需要输入 ASIS-ASIS 距离，以便通过卡尺或术前 X 线进行骨盆侧卧位配准，因此需额外

采集此数据。第二项前瞻性研究 2 采用的是 Brainlab hip 6.0 导航系统原型，其中涵盖了 56 例
病例，且所有必要的数据均可用于进一步评估。此外，使用 Brainlab hip 6.0 软件进行的第三项
研究的临床数据（23 例）也可用。HIP7 仰卧位骨盆配准所需的所有标志已在第二项和第三项研究
中获得。

基于在这三项研究中获得的配准数据，已验证的臼杯方位被回顾性地调整适应于 HIP7 的配准方
法。对这 3 项研究中的每一位病例都进行了术后 CT 扫描，以便通过确定 CT 内的 APP 点来确定
黄金标准配准。在 CT 内测得臼杯方位作为参考，然后与 HIP7 配准技术给出的虚拟调整后的臼杯
方位进行比较。这使得 HIP7 侧卧位和仰卧位配准方法能够与黄金标准 CT 测量结果进行直接比

较。Lewinnek 等人 3 定义的黄金标准偏差的描述性统计（平均 ± 标准偏差）以及 ±10°的安全

区内病例百分比是根据 Murray 等人 4 指定的射线照相定义计算的。百分比结果基于统计计算，其
中误差分布建模显示为正态分布。

黄金标准与 HIP7 仰卧位配准之间的偏差：

• 骨盆前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 倾斜角：0.15° ± 4.69°，在统计学上有 3.29%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 前倾角：-0.48 ± 4.03°，在统计学上有 1.38%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黄金标准与 HIP7 侧卧位配准之间的偏差：

• 骨盆前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 用卡尺测量 ASIS-ASIS：

- 倾斜角：-1.35° ± 3.17°，在统计学上有 0.34%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 前倾角：0.51° ± 5.17°，在统计学上有 5.41%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 骨盆前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 在术前 X 线上测量 ASIS-ASIS：

- 倾斜角：-0.34° ± 2.26°，在统计学上有 0.00%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 前倾角：1.81° ± 5.95°，在统计学上有 10.80%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当术前 X 线可用作输入数据时，HIP7 允许您参考患者功能性参考平面之外的倾角和前倾值。功能
性参考平面是一条垂直于术前 X 线射线束路径的平面。由于患者的 APP 并不总是垂直于术前 X
线射线束路径，因此功能性平面和 APP 之间可能存在一个角度，即患者的骨盆倾角。为了分析功
能性参考平面侧卧位和仰卧位配准的准确性，Lewinnek 等人提出了一种测量术后臼杯方位的方
法。使用 X 线。如果术前和术后的 X 线是在同一患者体位采集的，则这种方法测量的值就是臼杯
方位的黄金标准值。在上述第二项研究中，除了配准和 CT 数据外，还采集了每例患者的术前和术
后 X 线。此外，对仰卧位患者采用 Brainlab hip 6.0 导航系统进行的第四项研究的数据也纳入
了评估。23 例患者的术前和术后 X 线和导航数据均可用。基于在这两项研究中获得的配准数据，
已验证的臼杯方位被回顾性地调整适应于 HIP7 的配准方法，并与术后 X 线测得的臼杯方位进行
了比较。对于仰卧位配准，黄金标准偏差的描述性统计（平均值 ± 标准差）以及 ±10°的安全
区外病例百分比是根据射线照相定义计算的。百分比结果基于统计计算，其中误差分布建模显示为
正态分布。对于侧卧位患者，精度值是通过将 APP 侧卧位配准的精度值和 APP 仰卧位与功能性平
面之间的差值进行数学卷积而得到的。因为根据配准标志计算 APP 独立于根据术前 X 线计算的骨
盆倾斜，所以卷积是有效的。

黄金标准与 HIP7 仰卧位配准之间的偏差：

• 功能性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 倾斜角：0.83° ± 4.97°，在统计学上有 4.74%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 前倾角：-2.52 ± 5.01°，在统计学上有 7.38%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黄金标准与 HIP7 侧卧位配准之间的偏差：

• 功能性平面作为参考平面：

- 倾斜角：-0.85° ± 2.38°，在统计学上有 0.01%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 前倾角：-0.24° ± 6.65°，在统计学上有 13.30% 的病例位于安全区之外

发现 HIP7 配准技术异常值的预期百分比小于文献 5 中确定的传统技术异常值的平均百分比。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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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在一项包括 50 名患者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6 中，研究者评估了使用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和
Brainlab Hip 5.1.2 导航系统进行的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的精度。HIP7 实施的下肢长度和偏移测
量与研究中提出的方法相当。计算术前和术后 X 线确定的下肢长度和偏移的变化与 Brainlab Hip
5.1.2 测得的结果之间的偏差，以得出精度：

• 下肢长度变化的偏差（比较导航与 X 线分析）为 0.4 ± 3.6 毫米

• 全局偏移变化的偏差（比较导航与 X 线分析）为 −1.0 ± 3.9 毫米

相关链接

外部参考资料第 71 页

系统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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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医疗设备和软件的兼容性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平台

HIP7 与以下平台兼容：

• Buzz Navigation (Ceiling-Mounted)

• Curve 1.0、1.1、1.2、Curve Ceiling-Mounted

• Kick 1.0、1.1、1.2、Kick 2 (Spectra 和 Vega)

其他 Brainlab 平台

本用户指南发行后，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兼容 Brainlab 平台。如果您对兼容性存有任何疑问，请
联系 Smith+Nephew 支持团队。

兼容的 Brainlab 器械

HIP7 与以下器械兼容：

随附的支架和骨骼固定器：

• T 形几何结构参照阵列 X-Press

• 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套件

• X-Press 2 钉固定可翻转骨骼固定器

• X-Press 1 钉固定骨骼固定器（尺寸 S/M/L）

• 用于脊柱夹具和 X-Press 1 钉固定骨骼固定器的扳手

探针：

• 加长直探针

臼杯插件和阵列：

• 通用型直式臼杯冲击器

• 通用型偏移臼杯冲击器

• 通用型臼杯冲击器参照阵列 StarLock

插件：

• 通用型杯冲击器插片 (DEPUY SYNTHES)

• 通用型杯冲击器插片 (SMITH & NEPHEW)

配件：

• KingMark 校准装置

• 灭菌托盘 HIP 6.0

• 骨盘卡尺

• 用于 AO 耦合的固定钉适配器

• 一次性夹式遥控器

• 一次性无菌触笔

• 一次性反射标记球

兼容的植入系统

由软件许可证决定哪些植入物可与系统共用。

HIP7 支持下列生产商提供的植入物：

• DePuy Synthes

• Smith+Nephew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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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的 Brainlab 设备

设备 说明 制造商

足踏开关 (USB)
在不使用平台触摸屏的情况下
用于控制应用程序（例如，触
发器点配准、控制软件按钮）

steute Technologies GmbH &
Co. KG

Brückenstr.91

32584 Löhne，德国

带固定套筒的 2.5 毫米六角螺
丝刀

用于股骨参照螺钉连接
MEDICON eG

Chirurgiemechaniker-Genos‐
senschaft

Gänsäcker.15
78532 Tuttlingen，德国

适合 AO 接口的 2.5 毫米螺孔
钻头

用于股骨参照螺钉孔的预钻孔

一次性骨钉 3.5 毫米 / 14 毫
米

股骨参照螺钉
TREU-Instrumente GmbH

Take-off Gewerbepark
130-132
78579 Neuhausen ob Eck，德
国

一次性 Schanz 螺钉（各种尺
寸，3-5 毫米厚）

用于固定患者骨骼参照阵列

CAS 直式臼杯插件 - 尖顶 带导航参考的臼杯冲击器

DePuy Synthes Joint Re‐
construction

700 Orthopaedic Dr
Warsaw, IN 46582，美国

非 Brainlab 设备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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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 Brainlab 器械

本用户指南发行后，可能还会提供其他工具。如果您对兼容性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Smith
+Nephew 支持团队。

警告

只能使用 Brainlab 指定的器械和备件。使用未经授权的器械/备件可能负面影响医疗设备的安全
性和/或有效性并会危及患者安全、用户和/或环境。

器械组装

如果任何器械与本产品共用，确保所有器械都按照相应的器械用户指南中的说明正确地组装。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仅允许安装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并与本系统一起使用。请联系 Smith+Nephew
支持团队，以明确其与 Brainlab 医疗软件兼容性。

非 Brainlab 软件

TraumaCad v2.5

只有授权代表才能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切勿安装或删除任何软件应用程序。

与医疗设备和软件的兼容性

14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更新

警告

应在非临床时段且在测试环境中更新操作系统（修补程序）或第三方软件，以确保 Brainlab 系统
正常工作。Brainlab 会持续监控已发布的 Windows hotfixes（Windows 修补程序），以便了解某
些更新是否会出现问题。如果遇到关于操作系统修补程序的任何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病毒扫描和恶意软件

Brainlab 建议使用 先进的防病毒软件保护系统。

请注意，某些恶意软件保护软件（如病毒扫描程序）设置可能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
如果执行实时扫描并监控每个文件存取，则患者数据的加载和保存可能会很慢。Brainlab 建议禁
用实时扫描并在非临床时间执行病毒扫描。

警告

请确保您的防病毒软件不会修改任何 Brainlab 目录，特别是：

• C:\Brainlab、D:\Brainlab、F:\Brainlab 等

• C:\PatientData、D:\PatientData、F:\PatientData 等

警告

在治疗计划期间切勿下载或安装更新。

有关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Smith+Nephew 支持团队。

适用于 Windows 和驱动程序更新的 Microsoft 安全更新

Brainlab 只允许安装安全补丁。不要安装服务包和可选更新。请检查设置，确保正确且适时地下
载和安装更新。不要在 Brainlab 平台上更新驱动程序。

如需更加详细地了解设置和 Brainlab 支持人员拦截的 Microsoft 安全更新，请参阅 Brainlab
网站。

网址：www.brainlab.com/updates

密码：WindowsUpdates!89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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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培训和文件

培训

为了确保安全和正确使用本系统，所有用户在使用本系统前必须参加由 Smith+Nephew 的授权代表
举办的强制性培训课程。

监督支持

在将本系统用于计算机辅助导航被视为重要因素的外科手术过程之前，请与 Smith+Nephew 代表共
同执行足够次数的完整手术过程。

责任

警告

本系统仅为外科医生提供帮助，在使用期间不能代替或取代外科医师的经验和/或责任。在撤除本
系统的协助时，用户须能够继续进行作业。

仅受训的医护人员可以操作系统组件和仪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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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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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疑问，请联系 Smith
+Nephew 支持团队。
 

用户指南 目录

软件用户指南

• 治疗计划与影像引导导航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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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定义为大型复杂器械）的详细信息

器械用户指南 详细的器械操作说明

清洁、消毒和灭菌指南 器械清洁、消毒和灭菌的详细信息

系统用户指南 有关系统设置的详细信息

技术用户指南 有关系统的详细技术信息，包含规格与合规性

系统及技术用户指南 组合了系统用户指南和技术用户指南的内容

培训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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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设置

2.1 患者摆位和手术室设置

背景

HIP7 支持患者以仰卧位和侧卧位接受 THR 手术。就侧卧位配准程序而言，L5 要易于接近。

如果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是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则需要将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固定在大腿上。

开始前

确保：

• 摄像头和监视器不会限制外科医生的工作。

• 摄像头在所有配准和导航过程中能够清楚看到参照阵列。

手术室设置示例 - 患者侧卧位

图 1  

侧卧位手术患者可能使用的手术室设置。

患者体位 摄像头位置 摄像头方向

侧卧位
手术台足部

腹侧至背侧
手术台头部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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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卧位考虑因素

当在侧卧位执行手术时，确保外科医生可以接近 尾部棘突 (L5)，并且该棘突处在无菌区内。这
可能需要改变患者定位器/固定装置的位置。

如果需要，将患者的后支架朝向骶骨，前支架朝向耻骨联合。

手术室设置示例 - 患者仰卧位

图 2  

仰卧位手术患者可能使用的手术室设置。

患者体位 摄像头位置 摄像头方向

仰卧位 手术台足部
治疗患侧至非治疗健侧

非治疗健侧至治疗患侧

患者摆位和手术室设置

18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2.2 TraumaCad 术前计划（可选）

使用 TraumaCad 测量工具

如果患者的术前 X 线检查使用了髋关节导航计划工具（TraumaCad 2.5.7 版或更高版本），则该
检查（包括模板制作）可加载到 HIP7 中。这让外科医生能够使用 2D AP X 线图像根据功能性参
考平面调整臼杯方位。

关于计划工具的使用和需要计划的点的信息，请参阅 TraumaCad 软件用户指南。

HIP7 使用来自计划工具的信息来计算患者的具体骨盆倾角，即骨盆前平面与功能性骨盆平面（或
X 线平面）之间的角度。因此，臼杯方位值可以参考骨盆前平面以及新计算的功能性平面。

精度测量工具计划

必须精确计划 TraumaCad 测量工具计划的点。如果由于 X 线质量差而无法定位某些标志，请注意
X 线可能不适合用于髋关节导航。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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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参照阵列

将参照阵列定位在骨盆上

骨盆参考应固定在髂嵴上。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使用 2 钉固定 X-Press 参照阵列套件。在插入
Schanz 螺钉之前，需要做一个额外的切口。

将参照阵列定位在股骨上

需要用胶布将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固定在大腿下部。

在股骨的初始点获取期间以及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期间，大腿上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的位置和方向
应保持不变。

警告

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要尽可能远地固定在大腿上。

注: 仅当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是工作流程的一部分时，才需要此参照阵列。
 

如何定位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

根据患者体位，采用不同的方式固定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

• 侧卧位：阵列从侧面固定到股骨（如下所示）

• 仰卧位：阵列固定到股骨正面

无论采用哪种体位，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都必须固定到治疗下肢上尽可能远的位置。

图 3  

步骤

1. 将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的底板放在膝关节上方约 5 厘米处盖着无菌罩的股骨上面。

使用参照阵列

20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步骤

2. 使用标准粘性无菌罩将股骨板牢固地附着在腿上。

3. 在将底板牢固地附着在腿上后，使用阵列的锐利尖端刺透无菌罩，并将参照阵列连接到板
上。

患者仰卧位参照阵列定位

图 4  

根据屏幕提示，将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固定到大腿上，并将第二个参照阵列固定到骨盆上。

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要尽可能远地固定在大腿前部。

基于固定针的参照阵列

使用基于固定针的参照阵列时，请确保以下几点：

• 确保骨骼质量适合于阵列固定。

• 确保固定针牢固地固定在骨骼中。

• 在进行患者配准之前，确保将参照阵列的螺钉牢固拧紧到骨骼上。

• 确保手术期间参照阵列相对于骨骼的位置不变。否则，会丢失对骨骼的参照，导致系统不准确。

• 如果您怀疑阵列发生了移动，请务必检查配准是否仍然有效。如果参照阵列移动，对骨骼的参照
将丢失，系统会变得不准确。

优化参照阵列定位

确保摄像头可看到并排放置的骨盆和股骨参照阵列，且它们不会相互阻挡彼此的摄像头视野。调整
摄像头以确保手术过程中参照阵列始终可见。

放置参照阵列时，考虑植入物的大小和臼杯插件的特定形状，以避免在导航过程中与阵列接触。应
当提供足够的空间以便能够在不移动参照阵列的情况下执行切口、植入物定位和臼杯扩孔或钻孔。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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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阵列松动

在手术过程中，骨盆或股骨参照阵列受到很大的作用力时（例如，在臼杯冲击过程中敲击工具）有
可能变得松动。

通过以下方式防止松动和不准确：

• 在执行相应步骤之前移除参照阵列，然后重新应用阵列进行工具位置验证。

• 执行相应的手术步骤后，检查骨盆或股骨阵列的位置是否稳定。

警告

在进行患者配准之前，所有参照阵列螺钉都必须牢牢固定。

警告

在进行需要高作用力的手术步骤之前，请使用快速紧固件移除参照阵列。

警告

拆下参照阵列时，切勿打开调节螺钉。请改用快速紧固件。否则，阵列的角度将会改变。这将会导
致配准和导航不准确，并可能造成患者严重受伤。

一次性反射标记球

仅使用清洁、干燥的全新标记球以确保导航期间的精度。标记球仅限一次性使用。

在进行扩孔或其他可能导致标记球受污染的活动前，务必移除阵列。

反射伪影

外部红外反射导致的伪影可能导致不准确。确保光源或者高反射物品不会影响摄像头视野。

使用参照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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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amera 应用

简介

要进行配准和导航，摄像头必须能够对器械一览无遗。

Camera 应用可提供器械对于摄像头的可见性的实时反馈。

摄像头显示

① ②

④

③

⑤
图 5  

注: 显示的器械为与一次性反射标记球配合使用的器械。
 

编号 组件 说明

① 追踪走廊
显示器械和/或参照阵列与摄像头的相对距离。

为实现 佳可见性和精度，所有追踪球都将在蓝色走廊中。

② 摄像头控件
显示摄像头的电机控制定位按钮。

注: 此功能是否可用取决于您的导航工作站。
 

③ 摄像头居中按钮

用于使摄像头居中。

使摄像头居中需要大约 5 秒钟时间。再次点击将停用居中功能。

注: 此功能是否可用取决于您的导航工作站。
 

④ 标记球 摄像头无法观测到器械和/或阵列时，其中的标记球标记为红色。

⑤ 摄像头视野 显示器械和/或参照阵列与摄像头的相对位置。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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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放置摄像头

步骤

1. 将摄像头放在手术室内所需位置。

放置摄像头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 使其距离手术区域大约 1.5-2 米，以获得 佳视野。

• 使其对着外科医生。

2. 从工具栏中打开 Camera 应用。

使用摄像头追踪走廊来检查距离。

3. 调整摄像头，直至镜头能够无阻碍地观测到手术区域中的所有参照阵列。使用激光进行适
当的对准。

注: 在配准和导航期间，您可以随时验证参照阵列的检测情况。
 

如何访问 Camera 应用

步骤

1. 选择工具栏中的任一可见性图标。

2. 查看状态。

3. 按 Back 返回 HIP7。

Camera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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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概述

3.1 关于 HIP7

概述

HIP7 是一种无线触屏操作式导航软件，适合在髋关节手术中使用。它可安装在 Brainlab 导航系
统上。

无线追踪

Brainlab 导航系统是一种无线触屏操作式手术导航系统。无线追踪由连接到导航工作站并可发射
和探测红外闪光的摄像头装置来实现。

• 贴在患者参照阵列及器械上的反射元件将红外信号反射回摄像头装置。

• 每个摄像头镜头从不同的角度获取来自反射标记球及标记盘的反射信号，并对信号进行数字化处
理。

• 软件利用摄像头的输入信息来计算器械和患者参照阵列的相对三维位置。

触摸显示屏

在导航工作站中，说明、测量值、数据库影像和 3D 骨骼模型显示在触摸屏显示器上，用于在手术
期间提供定位信息。

患者摆位

患者采用仰卧位或侧卧位，并用无菌罩遮盖。侧向定位时可能需要调整患者支撑物的铺单和摆位，
因为必须可拍摄到 L5 椎骨的棘突。髂嵴必须可接近以便进行配准。膝关节上方的区域也必须可接
近，以便在需要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时能够固定股骨参照阵列。

在所有导航步骤中，两个摄像头镜头必须始终都能毫无阻碍地拍摄到手术区域。

TraumaCad 术前计划

可以选择性地使用术前 X 线自动计算 ASIS-ASIS 的距离和骨盆倾角。在术前计划中，TraumaCad
髋关节导航计划工具应已用于 X 线检查。

病例报告

在手术结束时，会创建一份病例报告。病例报告保存在导航系统的硬盘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创建病例报告第 63 页

软件概述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25



3.2 HIP7 工作流程

概述

HIP7 支持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器械导航。

您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导航工作流程中选择：

• Cup and Leg（臼杯导航、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 Express Leg（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HIP7 工作流程类型

根据您选择的工作流程类型，您需要执行一个配准顺序，如下所示：

工作流程 所需的标志

Cup and Leg 仰卧位

（臼杯导航和下肢长度
及偏移测量）

• ASIS 治疗患侧

• ASIS 非治疗健侧

• 近端股骨（启用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 髋臼腔（髋臼关节表面）

• 髋臼窝

Cup and Leg 侧卧位

（臼杯导航和下肢长度
及偏移测量）

• ASIS 治疗患侧

• L5 棘突

• 近端股骨（启用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 髋臼腔（髋臼关节表面）

• 髋臼窝

Express Leg

（仅下肢长度和偏移测
量）

• 近端股骨

• 前部髋臼骨边缘点

• 后部髋臼骨边缘点

如何启动 HIP7

图 6  

启动系统时，Content Manager 会随即启动。

HIP7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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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选择您的工作流程：

• HIP7 Cup and Leg

• HIP7 Express Leg

您可以在这里选择患者数据。

根据您选择的数据，会加载 X 线信息，或者在没有 X 线信息的情况下启动软件。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 Patient Data Manager 软件用户指南。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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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软件导航和查看功能

软件功能

按钮 功能

Alerts：一旦软件检测到任何需要注意的问题，就会显示警报列表。

Data：显示可用的影像集和布局。

Home：返回到 Content Manager，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新的应用程序或完全退
出。

Screenshot

Screenshot：截取当前视图的屏幕截图。屏幕截图会与患者数据一起自动保
存。

Settings：调整声音、工具和工作流程设置。

Re-Register：通过在菜单中选择配准步骤，可以在工作流程中的任何点重新配
准特定标志。

Skip Leg Situation：跳过术前近端股骨配准步骤的标志。

注: 这样做会导致导航期间显示的信息减少。
 

参照阵列和器械指示信息

图标 说明

表示骨盆参照阵列。

表示股骨参照阵列。

软件导航和查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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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说明

表示探针。

表示臼杯插件。

指示追踪错误。

注: 如果摄像头在工作流程期间断开连接，则软件会显示追踪错误图标。如果您
按下一个图标，则摄像头应用程序会打开并为您提供有关问题和可能解决方案的
详细信息。
 

颜色编码

工具栏包含适用于参照阵列和器械并以颜色编码的摄像头状态指示器。

状态 说明

参照阵列或器械可见、在有效使用中并且正在与软件交互（参照阵列或器械的背
景为蓝色）。

参照阵列或器械可见（以蓝色突出显示）。

参照阵列或器械不可见（灰显）。

参照阵列或器械不可见，但是手术步骤需要它们（参照阵列或器械的背景为红
色）。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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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器械选择

关于器械选择

在治疗选择和导航屏幕上，您可以选择您想要的器械。

图标 说明

在手术中使用 Brainlab 通用型偏移臼杯冲击器时，请选择
Brainlab Curved。

在手术中使用 Brainlab 通用型直式臼杯冲击器时，请选择
Brainlab Straight。

使用 CAS 直式臼杯插件 - 尖顶时，请选择 Pinnacle
Straight。

注: 此选项仅在拥有 DePuy 许可证时可用。
 

使用非导航插件时，请选择 Non-Navigated。

注: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实时导航臼杯方位。臼杯轴的功能
可用于获取插入的臼杯植入物边缘的五个点。这样，就可以
计算和验证方位。
 

警告

请务必选择您实际使用的臼杯插件。否则，导航将不准确。

器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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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声音和工具

概述

声音由软件产生，用于向用户提供反馈。（举例来说，按下按钮、获取点时）能听到声音。

此外，当所有必需器械和参照阵列都对摄像头可见时，还可听到“嗡嗡声”。这表示一切顺利，您
可以继续操作。

访问 Settings 菜单可调整声音、工具和工作流程设置。

如何访问声音和工具设置

步骤

从手术概述页面的工具栏中选择 Settings，访问声音、工具和工作流程设
置。

调整设置

图 7  

参数 功能

SOUND

• Sound Output（开/关）

• Sound Volume
• Visibility Sound（开/关）

TOOLS • Clip-On Remote Control（开/关）

WORKFLOW SETTINGS
• Navigation on Coronal View（开/关）

• Leg Length & Offset Measurement（开/关）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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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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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4.1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背景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可提供带倾角和前倾值（相对于骨盆前平面 (APP) 和功能性平面）的臼杯
导航。此外，还可以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

注: 倾斜度和前倾度是根据 Murray 描述的射线照相定义计算得出。Murray, D. W. -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acetabular orientation.J Bone Joint Surg Br, 1993, 75,
228-232.
 

工作流程概述

图 8  

编号 工作流程步骤 说明

① 手术概述
选择患者的治疗患侧、性别和位置，查看术前计划（如适
用），并选择臼杯插件。

② 患者摆位 确保参照阵列位置正确。

③ 配准 在患者身上获取解剖学标志。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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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作流程步骤 说明

④ 导航 导航并验证臼杯植入物的方位。

⑤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测量术中下肢长度和偏移的变化。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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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手术概述

背景

您必须确定治疗患侧、患者性别和患者体位。

获取第一个标志后，在不重新启动工作流程的情况下您不能更改该标志。

根据预期手术和是否加载了计划数据，您可能还需要从各种选项中进行选择（例如 Manual Pelvic
Tilt）。

如何设置手术

如果没有 X 线或者没有 TraumaCad X 线，则您可以选择手动输入骨盆倾角。

图 9  

步骤

1. 在 PATIENT INFORMATION 下选择以下选项：

• 治疗患侧

• 性别

• 患者体位

此外，添加 ASIS-ASIS Distance（如适用）。

2. 从 PLANNED DATA 窗口查看您预先计划的数据（如果使用计划的内容）。

3. 从 WORKFLOW SETTINGS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您的器械（例如，Brainlab 曲面冲击器）。

注: 请确保您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正在使用的工具。如果选择了不同的工具，则导航可能不
正确，从而导致患者受伤。
 

4. 选择 Next 以继续。

相关链接

如何输入骨盆倾角第 38 页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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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量 ASIS-ASIS 距离

① ②

图 10  

如果您要使用臼杯导航执行侧卧位程序且不使用 TraumaCad 的髋关节导航计划工具，则在完好皮
肤上进行手术之前，使用骨盆卡钳测量骨盆的 ASIS-ASIS 距离。骨盆配准需要用到这些信息。

步骤

1. 触诊这两个 ASIS 标志 ①。

注: 在标志配准期间，需要使用探针来获取治疗患侧的 ASIS。请确保在配准过程中参照的
点与使用骨盆卡钳时参照的点完全相同。
 

2. 将骨盆卡钳标记放置在已确定的 ASIS 标志 ① 的顶部。

3. 请注意在检视窗口中显示的值 ②。

在软件设置期间输入该值。

手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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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输入 ASIS-ASIS 距离

①
图 11  

步骤

在数据字段 ① 中输入 ASIS-ASIS Distance 的值。

有效值在 160 毫米到 325 毫米之间。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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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关于骨盆倾斜

背景

根据 Babisch 等人的定义，骨盆倾斜 (PT) 定义为矢状投影中骨盆前平面的法向向量和前平面
（患者身体平面）的法向向量之间的偏差。当 ASIS 点比耻骨联合更靠前时，认定患者骨盆前倾。
反之，患者骨盆后倾。

该文是根据骨盆倾斜计算臼杯方位角度的标准参考资料。Babisch JW, Layher F, Amiot LP - The
rationale for tilt-adjusted acetabular cup navigation.J Bone Joint Surg Am. 2008 Feb;
90(2):357-65。

如何使用骨盆倾斜

骨盆倾斜要么通过术前 AP X 线计算，要么通过人工输入。

骨盆倾角为 0° 时，即骨盆前平面和 X 线/功能性平面相当。X 线/功能性平面围绕 ASIS-ASIS
线旋转骨盆倾斜的量。然后，将臼杯轴投影到 X 线/功能性平面上。

相对于骨盆前平面以及 X 线/功能性平面的臼杯方位值将显示在导航页面上。

如何输入骨盆倾角

① ②

图 12  

步骤

1. 将 Manual Pelvic Tilt 滑块移到打开位置 ①。

2. 按下向前或向后箭头按钮 ② 以输入所需的骨盆倾斜度数。

3. 选择 Next 以继续。

关于骨盆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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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执行配准

背景

对于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您需要执行配准序列来获得摆位信息。需配准的标志如下所示：

• ASIS 治疗患侧

• ASIS 非治疗健侧（仅仰卧位）

• L5 棘突（仅侧卧位）

• 近端股骨（如果启用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 髋臼月状面

• 髋臼窝

警告

仅将 HIP7 用于“预期用途”一节中描述的治疗以及符合患者群体的患者。切勿将软件用于其他治
疗和/或患者。

警告

确保获得软件指示的点，并且尽可能仔细和准确。否则，导航将不准确。

真实性检查、错误消息和警报

将 TraumaCad 计划加载到 HIP7 中时，以及在配准过程中，软件会执行一些真实性检查。

如果真实性检查检测到问题或不一致，则会在工具栏中显示错误消息或警报（例如，此时可能需要
重复特定的配准步骤）。

相关链接

使用本系统第 9 页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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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ASIS 配准

关于 ASIS 配准

按照屏幕提示获取 ASIS 标志。

ASIS 标志用于重建骨盆前平面以及计算前倾/倾斜值以定位臼杯。

如何执行 ASIS 配准

步骤

1.

通过无菌罩触诊治疗患侧的 ASIS 点。使用探针在无菌罩上方配准标志。确保在术前模板
制作过程中或使用骨盆卡钳进行测量过程中配准在 X 线上确定的同一位置。

2.

仅对于仰卧位，在非治疗健侧获取第二个 ASIS 点。

ASIS 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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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L5 棘突（仅患者侧卧位）

触诊 L5 上的标志 - 佳实践

为了在侧卧位标志配准期间仅使用治疗患侧的点重建骨盆前平面，需要在骨盆正中矢状面上定一个
点。

这样才可在术中配准 L5 棘突。术中通过多层无菌罩触诊和识别正确的标志可能很困难。为了避免
获取不正确的点，Brainlab 推荐采取以下 佳实践：

• 沿着脊柱从头部到尾部触诊，直到到达腰椎 尾侧的棘突。这样，就可避免腰椎前凸造成的潜在
伪影。

• 或者/另外，触诊患者背部的两个髂后上棘标志。触诊标志之间的中间通常就是所需棘突的正确
左右位置。如果患者 尾部腰椎棘突高度变形或难以触诊，则可能必须使用这种方法。

注: 在将患者定位在手术台上以及盖上无菌罩之前，在 L5 上面放置一个粘附的 ECG 电极可能有
助于术中识别和触诊 L5。
 

如何对 L5 棘突执行配准

图 13  

步骤

将探针尖端保持在棘突的中心并获取该点。

软件自动转至下一步骤。

无菌罩穿透

在转动探针获取患者背部的点时，可能会穿透无菌罩。

建议：

• 使用夹式遥控器功能通过无菌罩获取点，因为这可降低穿透无菌罩的风险。

• 如果您使用的无菌罩非常薄和/或没有塑料覆面，请使用多层无菌罩盖住患者的腰椎。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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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近端股骨

点获取精度

在初始配准期间以及针对每个导航的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获取近端股骨标志。

每次都在完全相同的点上尽可能精确地获取和重新获取大转子上的标志非常重要。因此，使用一个
小的皮质螺钉来重复标记标志。否则，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的精度会受到影响。

警告

确保您每次都在完全相同的点上尽可能准确地获取和重新获取大转子/单皮质螺钉上的标志。否
则，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将会不准确。

单皮质螺钉放置

建议使用单皮质螺钉在近端股骨标记配准标志。该螺钉应尽可能横向插入大转子， 好与颈轴成一
直线（在轴向视图中）。这样，标志的位置重现性好，并且不会丢失或出错。

如何执行近端股骨配准

图 14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步骤

1. 在近端股骨上插入单皮质螺钉，尽可能靠近外侧。

2. 根据您的手术：

仰卧位：使患者下肢处在中性位置。

侧卧位：使患者股骨保持在中性位置，平行于身体纵轴（即髋关节未屈曲、外展/内收或内
旋/外旋）。患者下肢在膝关节处屈曲 90°，以防止产生内旋或外旋错误。

3. 使用探针，获取螺钉头内的近端股骨标志。

软件自动转至下一步骤。

注: 如果您打算完全跳过这一步，则您可以选择 Skip Leg Situation。下肢长度和偏移测
量将不可用。
 

近端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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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侧卧位中，您也可以在双膝关节之间使用垫子或毛巾（大约 5-10 厘米厚）在膝关节-膝关
节位置对准下肢。这样即使手术期间骨盆发生移动，仍可在试模复位后协助重新对准下肢。如有必
要，可以去掉一些垫子或毛巾以再现正确的下肢对位。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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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髋臼月状面

关于髋臼月状面

表面点用于计算髋关节 (COR) 的旋转中心和髋臼的直径。

如何配准髋臼月状面

图 15  

步骤

1. 小心地清除所有易于接触到的骨赘（例如，使用咬骨钳）。

2. 将探针尖端保持在髋臼的关节表面并获取点。

第一个点将触发表面配准。

将探针尖端放在骨骼上，并按照屏幕提示沿着髋臼表面滑动。

3. 软件自动转至下一步骤。

警告

确保您按照软件的指示，尽可能仔细、准确地获取遍布整个骨表面的点。否则，导航将不准确。

警告

在获取表面点的过程中，探针尖端不得离开骨骼。否则，可能会获取空腔中的点，从而降低配准精
度。

髋臼月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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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髋臼窝

关于髋臼窝配准

您需要沿着髋臼窝的表面获取点。

如何配准髋臼窝

图 16  

步骤

1. 在配准髋臼窝之前，请用咬骨钳小心地清除所有骨赘，并移除髋臼脂肪垫。

注: 切勿使用钻孔器来清理臼窝，因为扩孔可能会改变髋臼深度。该软件需要髋臼真实表
面上的点。
 

2. 将探针尖端保持在髋臼窝的骨表面并获取点。

第一个点将触发表面配准。将探针尖端放在骨骼上，并按照屏幕提示沿着臼窝表面滑动。

软件自动转至下一步骤。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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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配准精度检查

关于

精度检查是验证系统始终准确地显示患者骨骼结构的方法。此检查通过比较在配准期间获取的点与
患者的实际解剖结构来进行。

何时检查配准精度

您可以随时检查配准精度。建议检查配准精度：

• 在手术期间定期进行

• 存在参照阵列发生移动的任何时间（例如，阵列受到震动或变松时）

• 如果您在系统意外关闭后恢复了配准会话

如何检查精度

在导航屏幕上，将探针尖端放在在骨骼上获得的 ASIS 标志上。

验证屏幕上显示的位置与实际探针尖端位置关联。

如果精度不佳该怎么办

如果配准精度不佳或明显降低，则应检查骨骼上的参照阵列是否稳固以及阵列和骨骼固定器上的所
有夹钳和螺母是否牢固。

您可以选择重新配准单个标志或所有标志。

注: 只有在股骨尚未脱位的情况下，才能重新配准初始下肢对位（近端股骨标志）。如果您在这种
情况下开始一个完整的重新配准过程，则近端股骨标志将被排除，且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将不可
用。
 

注: 如果患者的解剖结构在初始配准后明显变化（例如，由于扩孔），则不可重新执行配准。该软
件需要髋臼真实表面上的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继续程序而不使用软件辅助导航。
 

如何重新配准

通过在工具栏中选择 Re-Register 并做出适当选择，开始重新配准过程。

配准精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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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导航

额外辅助

在使用过程中，HIP7 可为外科医生提供额外辅助，并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或代替外科医生的经验
和职责。

警告

在开始手术前，确保您熟悉所用的参照平面和骨盆倾斜的概念。

关于导航

① ② ③ ④

⑦ ⑤⑥⑧

图 17  

导航显示两个视图：

• Anterior Pelvic Plane

• Functional Plane

它们包含了骨骼模型、相应的平面和带有移动轴的臼杯植入物（如果摄像头检测到插件）。

编号 说明

① 显示参照骨盆前平面（紫色）计算的倾斜度和前倾值。

② 显示骨盆倾角。

如果骨盆倾角是手动输入的，则将显示调整按钮（增加/减少）。

③ 显示参照功能性平面（绿色）计算的倾斜度和前倾值。

④ 臼杯轴指示。

⑤ 放大 Functional Plane 视图。

⑥
Store：存储当前值。

注: 存储的值/方位标记为橙色。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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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⑦ 髋臼的配准尺寸，TraumaCad 中臼杯植入物的模板尺寸（如果加载了计划）。

⑧ 放大 Anterior Pelvic Plane 视图。

导航 - 骨盆前平面示例

图 18  

此为 Anterior Pelvic Plane 的放大图。

如何执行导航

图 19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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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将已固定参照阵列的臼杯冲击器放在髋臼中。

显示当前的倾斜度和前倾值。

2. 选择 Store 以存储值。

或者，将臼杯冲击器保持不动大约 5 秒钟。

一旦臼杯冲击器移动超过 2 度，导航将继续。存储的（橙色）值消失，然后显示实时（白
色）值。方位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存储。

3. 选择 Next 以继续。

注: 如果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是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则软件将进入该页面。否则，工作流
程将完成并进入 Case Report。
 

检查配准精度

探针可用于检查配准的精度。如果摄像头可以看见探针，则探针将显示出来（例如，如果骨盆参照
阵列已发生移动，则当探针放在患者的 ASIS 标志上时，显示的 ASIS Treated Side 标志与探针
的位置将不匹配）。

臼杯轴（可选）

这是一项可选功能，可用于计划或验证目的。

这里需要获取的标志可以在髋臼的边缘进行配准。所得的倾斜度和前倾值可以用作导航的目标，从
而可复制髋臼的自然开口平面。

如果使用非导航的臼杯冲击器，则可以通过获取臼杯边缘上的标志来验证臼杯方位。

图 20  

步骤

从导航屏幕的工具栏中选择 Cup Axis。

获取五个点 - 每个标记区域各一个点。

您将自动返回导航屏幕，导航屏幕将显示与您刚刚配准的平面相匹配的倾斜
度和前倾值。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49



4.7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背景

HIP7 仅测量术中下肢长度和偏移的变化。不提供治疗患侧和非治疗健侧之间的差异。外科医生必
须评估要达到什么样的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

HIP7 通过监测近端股骨中的参考点位置整体变化，计算下肢总长度和偏移。参考点的位置在髋关
节脱位之前配准一次，然后再在试模和/或 终植入物就位且髋关节复位后再次进行。这些测量是
由股骨和髋臼植入物组件导致的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的累积结果。它不计算关于纯粹股骨偏移的信
息。

计算下肢长度和偏移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图 21  

编号 说明

① 参考轴

② 髋臼边缘点

③ 术前位置

④ 长度变化

⑤ 偏移变化

⑥ 术后位置

对于这些计算，参考轴 ① 由髋臼边缘点 ② 和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确定。此参考轴用于评估近端

股骨点（③ 和 ⑥）的位置差异，这些点使用近端参照螺丝标记，可用于再现其位置以进行术前和

术后测量。术后测量 ⑥ 可按需要多次重复（即在术中植入试模期间以及用于确认 终植入物就位

后的测量）。

计算出的下肢长度变化 ④ 是近端股骨点沿参考轴的移位（即，投影到参考轴时近侧点的头部-尾

部移位）。

计算出的偏移变化 ⑤ 是近端股骨点相对于参考轴的距离变化。这样可解决股骨和髋臼植入物组件

导致的总体偏移，因为参考轴是相对于稳定的骨盆坐标系定义的，不受股骨侧旋转中心的术后移位
影响。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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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照相与 HIP7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HIP7 可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在生物力学上的总变化。这不一定与基于 AP 射线照相进行的测量相
当。骨盆和/或股骨位置和/或方位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基于 X 线的测量值出现显著差异。例
如：旋转股骨会直接影响 X 线上可见的偏移量。

警告

HIP7 可测量在生物力学上的全局偏移变化。这可能不同于在 X 线图像上测量的偏移变化。

无固定钉板移动

警告

务必确保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在点获取过程中保持静止。

如何执行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② ③①
图 22  

步骤

1. 将下肢放回中性位置。当到达正确位置时，十字准线 ① 变为绿色。

在再次获取近端股骨参考点之前，下肢要处在存储的初始下肢位置的 5 度以内。

警告

切勿为了模拟中性位置而移动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

2. 重新获取螺钉上的点。

3. 查看值 ② 和 ③ 所示的变化。

注: 测量的所有距离都以毫米 (mm) 为单位。给定方向是指股骨相对于骨盆的运动。
 

4. 选择 Report 以完成手术，并查看完整的治疗报告。

CUP AND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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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螺钉

手术完成后，必须取下用于配准近端股骨标志的螺钉。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52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5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5.1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背景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可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配准步骤非常简单。

工作流程概述

图 23  

编号 工作流程步骤 说明

① 手术概述 选择患者治疗患侧和患者体位。

② 患者设置 确保参照阵列位置正确。

③ 配准 在患者身上获取解剖学标志。

④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测量术中下肢长度和偏移的变化。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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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手术概述

关于手术概述

您必须确定治疗患侧和患者体位。做出选择并获取第一个标志后，在不重新启动工作流程的情况下
您将不能进行更改。

如何选择治疗患侧

图 24  

步骤

1. 确认以下患者标准：

• 治疗患侧

• 患者体位

2. 选择 Next 以继续。

手术概述

54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HIP7 版本 7.0



5.3 执行配准

基本信息

对于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您需要执行一个配准顺序来获得摆位信息。需配准的标志如下所
示：

• 近端股骨（如果启用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 前部边缘点

• 相对边缘点

警告

仅将 HIP7 用于“预期用途”一节中描述的治疗以及符合患者群体的患者。切勿将软件用于其他治
疗和/或患者。

警告

确保获得软件指示的点，并且尽可能仔细和准确。否则，导航将不准确。

相关链接

使用本系统第 9 页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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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近端股骨

点获取精度

在初始配准期间以及针对每个导航的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获取近端股骨标志。

每次都在完全相同的点上尽可能精确地获取和重新获取大转子上的标志非常重要。因此，使用一个
小的皮质螺钉来重复标记标志。否则，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的精度会受到影响。

警告

确保您每次都在完全相同的点上尽可能准确地获取和重新获取大转子/单皮质螺钉上的标志。否
则，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将会不准确。

单皮质螺钉放置

建议使用单皮质螺钉在近端股骨标记配准标志。该螺钉应尽可能横向插入大转子， 好与颈轴成一
直线（在轴向视图中）。这样，标志的位置重现性好，并且不会丢失或出错。

如何执行近端股骨配准

图 25  

按照屏幕上的提示进行操作。

步骤

1. 在近端股骨上插入单皮质螺钉，尽可能靠近外侧。

2. 根据您的手术：

仰卧位：使患者下肢处在中性位置。

侧卧位：使患者股骨保持在中性位置，平行于身体纵轴（即髋关节未屈曲、外展/内收或内
旋/外旋）。患者下肢在膝关节处屈曲 90°，以防止产生内旋或外旋错误。

3. 使用探针，获取螺钉头内的近端股骨标志。

软件自动转至下一步骤。

注: 如果您打算完全跳过这一步，则您可以选择 Skip Leg Situation。下肢长度和偏移测
量将不可用。
 

近端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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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侧卧位中，您也可以在双膝关节之间使用垫子或毛巾（大约 5-10 厘米厚）在膝关节-膝关
节位置对准下肢。这样即使手术期间骨盆发生移动，仍可在试模复位后协助重新对准下肢。如有必
要，可以去掉一些垫子或毛巾以再现正确的下肢对位。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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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边缘点配准

关于边缘点配准

根据屏幕提示获取髋臼两侧的点。

如何执行边缘点配准

步骤

1.

根据提示获取髋臼前部边缘的点。

2.

根据提示获取边缘对侧的点。

软件自动转至下一步骤。

边缘点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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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背景

HIP7 仅测量术中下肢长度和偏移的变化。不提供治疗患侧和非治疗健侧之间的差异。外科医生必
须评估要达到什么样的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

HIP7 通过监测近端股骨中的参考点位置整体变化，计算下肢总长度和偏移。参考点的位置在髋关
节脱位之前配准一次，然后再在试模和/或 终植入物就位且髋关节复位后再次进行。这些测量是
由股骨和髋臼植入物组件导致的下肢长度和偏移变化的累积结果。它不计算关于纯粹股骨偏移的信
息。

计算下肢长度和偏移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图 26  

编号 说明

① 参考轴

② 髋臼边缘点

③ 术前位置

④ 长度变化

⑤ 偏移变化

⑥ 术后位置

对于这些计算，参考轴 ① 由髋臼边缘点 ② 和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确定。此参考轴用于评估近端

股骨点（③ 和 ⑥）的位置差异，这些点使用近端参照螺丝标记，可用于再现其位置以进行术前和

术后测量。术后测量 ⑥ 可按需要多次重复（即在术中植入试模期间以及用于确认 终植入物就位

后的测量）。

计算出的下肢长度变化 ④ 是近端股骨点沿参考轴的移位（即，投影到参考轴时近侧点的头部-尾

部移位）。

计算出的偏移变化 ⑤ 是近端股骨点相对于参考轴的距离变化。这样可解决股骨和髋臼植入物组件

导致的总体偏移，因为参考轴是相对于稳定的骨盆坐标系定义的，不受股骨侧旋转中心的术后移位
影响。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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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照相与 HIP7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HIP7 可测量下肢长度和偏移在生物力学上的总变化。这不一定与基于 AP 射线照相进行的测量相
当。骨盆和/或股骨位置和/或方位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基于 X 线的测量值出现显著差异。例
如：旋转股骨会直接影响 X 线上可见的偏移量。

警告

HIP7 可测量在生物力学上的全局偏移变化。这可能不同于在 X 线图像上测量的偏移变化。

无固定钉板移动

警告

务必确保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在点获取过程中保持静止。

如何执行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② ③①
图 27  

步骤

1. 将下肢放回中性位置。当到达正确位置时，十字准线 ① 变为绿色。

在再次获取近端股骨参考点之前，下肢要处在存储的初始下肢位置的 5 度以内。

警告

切勿为了模拟中性位置而移动无针脚股骨参照阵列。

2. 重新获取螺钉上的点。

3. 查看值 ② 和 ③ 所示的变化。

注: 测量的所有距离都以毫米 (mm) 为单位。给定方向是指股骨相对于骨盆的运动。
 

4. 选择 Report 以完成手术，并查看完整的治疗报告。

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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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螺钉

手术完成后，必须取下用于配准近端股骨标志的螺钉。

EXPRESS LEG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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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长度和偏移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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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病例报告

6.1 创建病例报告

关于病例报告

图 28  

手术后，会自动生成包含 重要数据的患者病例报告。

报告内容因工作流程、治疗患侧和所选设置而异。显示的信息如下所示：

• 仰卧位骨盆倾斜

• 下肢位移

• 臼杯方位：

- 解剖参考

- 功能参考

如何查看病例报告

步骤

1.

在手术完成后选择 Report。

病例报告应用打开。

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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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 Back 返回至导航，或选择 Done 将报告保存到患者文件夹中。

软件切回至 Content Manager。

创建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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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录：配准选项

7.1 配准选项

概述

配准是获取特定标志以计算导航所需的长度和角度的过程。这使软件能够在手术过程中提供测量信
息。

在配准期间，使用探针在患者股骨和骨盆上获取（配准）标志和骨骼表面。

软件使用配准点自动计算用于臼杯导航的参照平面以及下肢长度和偏移的变化。

为了实现高精度的配准，要尽可能精确地获取标志。

附录：配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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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标志配准

背景

图 29  

为了实现高精度的配准，要尽可能精确地获取标志。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件对标志进行配准：

• 探针

• 一次性夹式遥控器

• 足踏开关 (USB)

如何使用 Brainlab 探针来配准标志

图 30  

在标准探针配准中，需要以校准的探针为支点旋转以获取（配准）患者骨骼上的特定标志。

标志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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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将探针尖端按在指示的标志上，并围绕尖端轻轻旋转探针。

• 如果在旋转期间尖端移动，则未获取到点。

• 获取到点之后，软件会指示要获取的下一个点或者打开下一步骤。

如何激活夹式遥控器

步骤

1. 从手术概述页面的工具栏中选择 Settings。

2.

在 TOOLS 下，将 Clip-On Remote Control 滑块移动到打开位置。

注: 激活 Clip-On Remote Control 时，将禁用旋转。
 

如何使用夹式遥控器

①

图 31  

使用探针配准时，还可借助一次性夹式遥控器。

步骤

将探针尖端按在指示的标志上，然后按遥控器上的控制按钮 ①。

• 如果在按按钮时尖端移动，则不会获取该点。

• 获取到点之后，软件会指示要获取的下一个点或者打开下一步骤。

警告

当探针正确定位在骨骼上后，仅按下一次性夹式遥控器按钮。

注: 一次性夹式遥控器会在按下（而不是松开）控制按钮之后响应。
 

附录：配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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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足踏开关来配准标志

图 32  

配准还可以使用足踏开关来执行。

步骤

将探针尖端按在指示的标志上，然后按足踏开关上的蓝色踏板。

• 如果在按按钮时尖端移动，则不会获取该点。

• 获取到点之后，软件会指示要获取的下一个点或者打开下一步骤。

注: 插上插头后，足踏开关自动激活。
 

注: 可以同时使用夹式遥控器和足踏开关。
 

足踏开关的踏板功能

踏板 功能

蓝色 配准标志或选择以蓝色标记的元素。

黑色 在导航和计划中的可控制元素之间循环。

标志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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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表面配准

背景

图 33  

探针还可用于配准骨骼表面。

骨骼上获取了点的区域以白色突出显示。一旦探针放在关注区域，该区域则变成蓝色。配准过程的
进度以区域失去颜色而变得透明表示。

在髋臼月状面或窝表面的多点获取过程中，请确保探针尖端始终停留在骨骼上。

如何使用 Brainlab 探针来配准表面

步骤

1. 将探针尖端保持在骨表面上。

2. 旋转探针以启动配准。

3. 在表面区域滑动探针尖端，确保包括所表示的整个区域。

注: 可以通过旋转探针来暂停配准。
 

如何使用夹式遥控器来配准表面

步骤

1. 将探针尖端保持在骨表面上。

2. 按下控制按钮开始表面配准。

3. 在表面区域滑动探针尖端，确保包括所表示的整个区域。

注: 可以通过按下夹式遥控器来暂停配准。
 

相关链接

如何激活夹式遥控器第 67 页

附录：配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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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足踏开关 (USB) 来配准表面

步骤

1. 将探针尖端保持在骨表面上。

2. 按下蓝色踏板开始表面配准。

3. 在表面区域滑动探针尖端，确保包括所表示的整个区域。

注: 可以通过按下足踏开关来暂停配准。
 

注: 可以同时使用夹式遥控器和足踏开关 (USB)。
 

表面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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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参考资料

8.1 外部参考资料

系统精度 - 外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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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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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重要平面和角度

9.1 重要平面和角度

骨盆平面

平面 说明

Anterior Pelvic Plane

骨盆前平面由前上髂棘（左和右）以及耻骨结节定义。

骨盆前平面决定臼杯前倾角度。

正中矢状面

正中矢状面与骨盆相交，如上图所示。

• 正中矢状面决定臼杯倾斜角度（又称为臼杯外展）。

• 骨盆前平面的当前位置与正中矢状面一起用作所有计算的基
础。

附录：重要平面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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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角

角度 说明

臼杯前倾（射线照
相）

射线照相臼杯前倾角是指冠状面与臼杯轴之间的立体角。HIP7 使用骨盆前
平面或功能性参考平面作为对患者冠状面的估计来参考臼杯前倾。当臼杯指
向后方而不是前方时，使用术语“后倾”代替“前倾”。

注: 如需了解关于髋臼方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urray DW.The defini‐
tion and measurement of acetabular orientation.J Bone Joint Surg
Br. 1993 Mar; 75(2): 228-32。
 

臼杯倾角（射线照
相）

射线照相臼杯倾斜角是投影在冠状面上的臼杯轴与正中矢状面之间的立体
角。

HIP7 使用骨盆前平面或功能性参考平面作为对患者冠状平面的估计来参考
臼杯倾角。臼杯倾角范围为从 0° 倾斜（臼杯后向直指）到 90° 倾斜
（臼杯横向直指）。

注: 如需了解关于髋臼方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urray DW.The defini‐
tion and measurement of acetabular orientation.J Bone Joint Surg
Br. 1993 Mar; 75(2): 228-32。
 

重要平面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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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说明

骨盆倾斜

骨盆倾斜是指正面身体平面（黄线）与骨盆前平面（白线）在矢状面投影上
的偏差。

• 前部骨盆倾斜：ASIS 点相对于正面身体平面的位置比耻骨点更靠前。

• 后部骨盆倾斜：ASIS 点相对于正面身体平面的位置比耻骨点更靠后。

Babisch et al.(Babisch JW, Layher F, Amiot LP.The rationale for
tilt-adjusted acetabular cup navigation.J Bone Joint Surg Am. 2008
Feb).

附录：重要平面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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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平面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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