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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  13:30-18:00

时间 演讲者姓名和单位 演讲题目

主持：王广志 清华大学，廖洪恩 清华大学，罗雄彪 厦门大学，周慧芳 上海交通大学，陈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 
          刘   治 山东大学

13:30-14:00
Shankar Krishnan 
Wentwort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merging Trend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14:00-14:30
周慧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九院

眼科手术机器人

14:30-14:45
李   稣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基于远心机构的手术机器人系统设计与精度测量

14:45-15:00
温铁祥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面向放射性粒子植入的三维超声介入引导方法

15:00-15:15
范文康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精准微创手术视觉中的神经血管束智能感知

15:15-15:30
高   姚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基于电磁定位的口腔种植手术导航系统的开发及实 
验研究

15:30-15:45
马龙飞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基于刚性解剖轮廓注册的关节镜手术增强现实导航

15:45-16:00
巫康伟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一种基于内窥镜图像与超声图像的消化道手术导航 
系统

16:00-16:15 茶歇

16:15-16:30
孙亚楠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基于单目视觉伺服控制的连续体手术器械三维重建

16:30-16:45
陈   芳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基于术中组织结构更新的原位增强现实手术导航系 
统

16:45-17:00
宋   晗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单目内窥镜深度估计

17:00-17:15
李   哲 
中山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用于微创脑部手术机器人的针灸式颅骨开颅术

17:15-17:30
胡俊磊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基于图像引导的人机协作颅颌面外科手术机器人系 
统

17:30-17:45
曾万康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基于级联V-Net深度网络的医学影像肾脏及其肿瘤 
区域分割方法

17:45-18:00
王海波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面向实时癌细胞诊疗的手术机器人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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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廖洪恩

特邀演讲者    Shankar Krishnan

主席    罗雄彪

特邀演讲者    周慧芳

Email: liao@tsinghua.edu.cn

东京大学博士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

国家特聘专家

Email: krishnans@wit.edu

Dr. Krishnan has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 academia, industry, 

and hospitals in four countries. He is the 

President-Elect of IFMBE and a Fellow of 

AIMBE. He is Chair of BME at WIT in Boston. 

He was assistant director at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arvard affiliate). He wa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BME Research Center and 

head of Bioengineering at NTU in Singapore. 

He worked in R&D at Coulter in Miami, in 

hospital design at Bechtel, in consulting for 

medtech companies. Dr. Krishnan has over 280 

publications and has memberships in IEEE, 

AAMI, ASEE, ASME, and MassMedic.

Email: xbluo@xmu.edu.cn

名古屋大学博士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Email: fangzzfang@163.com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亚太眼整形外科学会

(APSOPRS) 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免疫学

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整形眼眶病学组委员。长

期从事眼眶病的临床研究工作，在眼眶外科数字化

手术技术、眼眶病人工智能诊疗、眼科生物材料研

发与个性化定制、眼部恶性肿瘤诊疗新技术等方面

攻克多项临床难题。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共发表各

类中英文文章 70 余篇，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35 篇。主持国家自然基金、上海市科委基础重点项

目等 16 项课题，入选“上海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培养

资助计划”等 7 项人才培养计划。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

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8 个奖项，并荣获上海市卫生

系统第十六届银蛇奖一等奖、中国最美女医师等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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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01
Medical Devices Future Trend and Challenge
Shankar Krishnan
Wentwort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Email: krishnans@wit.edu

With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 getting older, the requirements for healthcare trend to increase globally. This phenomenon 
triggers a higher demand for innovativ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solutions worldwide. On the high technology segment, 
there is a broad spectrum of emerging trend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The presentation will include a  few 
examples such as smart pill, nanotechnologie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for disease diagnosis, cybersecurity in 
medical devices, Internet of Medical Things, Virtual, Augmented and Mixed Reality in medicine, Brain-Machine Interfaces, 
3D printing human organs with biomaterials, artificial organs, wearables, bioengineered clothing, bionic contact lens, 
exoskeletons, and robot assisted surgeries. It is to be realized that the new novel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while serving the needs of patients, will deliver safe and effective array of solutions to yield robust healthcare delivery 
models. The researchers will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ovel solutions and assess the associated problems. The 
health industries will implement the solutions, and the governing bodies regulate the products and the processes. We, 
academicians, will face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ng future biomedical engineers to meet with th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demands, ultimately to keep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on the planet. Overall, the futur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s replete with opportunities fo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terested in enhancing human health, especially 
those willing to invest in knowledge of miniaturization and 3D printing.

S02-02
眼科手术机器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周慧芳
Email:  fangzzfang@163.com

近年来，针对提高操作稳定性和精确性要求，旨在消除手颤抖、提升动作精度、提高动作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眼科手术机器人逐步趋于成熟，
主要应用于角膜移植手术、白内障手术、视网膜静脉注射及视网膜手术等，验证了机器人辅助内眼手术的安全性和精确性，部分已应用于
临床。但是，眼眶病作为眼科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专业，因眼眶解剖结构复杂、空间狭小、眶内重要结构云集，手术视野差、暴露困难、
手术风险高、难度大，需研发专用仪器设备突破手术禁区。眼眶外科内镜导航技术可解决眶深部无法直视和定位困难的问题，进一步将手
术机器人系统引入眼眶手术领域，符合眼眶外科精准化的发展趋势。眼眶手术机器人旨在完成针对眶面部骨性结构的钻、磨、切割、截骨
等任务，并在增强现实技术的辅助下手术，可提升眼眶手术操作的稳定性。基于内镜导航的眼眶外科机器人关键技术的研究，将全方位整
合数字化手术设计、导航引导和机器人手术操作，预期该技术的开发将使眼眶手术的精确性和微创性提升到新的高度。

Medical Robotics for Eye Surgery
Huifang Zhou
Affiliated Ninth People’s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While robotic eye surgery system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to avoid hand-shaking and improve surgical accuracy, 
operation durability, and stability and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procedures such as cornea grafting, cataract surgery, 
retinal-vein injection, and retina surgery, they demonstrate their precision and safety in those surgical procedures and 
are partly translated into clinical applications. As one of branches of eye surgery, orbital surgery requires to develop 
typical medical devices to solve some challenging problems such as complicated structures, limited surgical field, difficult 
exposure, and high risks. While orbital surgical navigation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direct visualization and location, 
robotically assisted orbital navigation i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With augmented reality, orbital robot aims 
to precisely and steadily drill, mill, cut, and resect bone structures of orbit. The development of orbital robotic surgical 
system that integrates surgical planning, endoscopic navigation and robotic control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successful rate of orbital surgery.

Oral Presentation Abstract
口头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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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OR01
基于术中组织结构更新的原位增强现实手术导航系统
陈   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目的】在微创手术中，原位增强现实导航系统主要采用三维术前组织结构的立体显示，能够提供直观的导引信息。然而，术中组织结构
的改变会导致术前组织结构与实际不符，影响导航精度，增加手术创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组织结构更新的原位增
强现实手术导航方法，该方法主要采用标定的超声图像和两步式的组织结构更新技术。【方法】首先，通过二维超声标定技术，获得准确
的术中解剖点位置。其次，将解剖点的术中位置引入到两步式的组织结构更新方法中，完成术前组织结构的更新。最后，利用完成更新后
组织结构的自动立体显示，并将其原位叠加到原位患者上，实现增强现实的手术导航。【结果】在肝脏微创手术中，利用所提出的基于结
构更新的原位增强现实导航方法对目标定位误差进行了评估，获得的平均目标定位误差为 1.92mm。【结论】基于组织结构更新的原位
增强现实外科导航是一种准确、有效的方法。意义：所提出的导航方法能提供准确的三维导航信息，解决了手眼协调问题，有助于提高微
创手术准确性。
【关键字】图像引导手术；增强现实；结构更新；术中超声

S02-OR02
面向实时癌细胞诊疗的手术机器人系统研究
王海波
天津大学

【目的】探针式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能够提供可以用于组织病理学实时评估的高分辨率组织表面显微图像。其通过激光激发组织表面的荧
光剂来获取人体局部组织学图像，有效地避免物理性组织活检造成的组织破坏、大出血、神经损伤及癌细胞的扩散等风险。激光消融术可
以以微创的方式杀死癌变组织并保留正常组织，具有疼痛少和恢复时间快等优点。将共聚焦显微内镜和激光消融系统结合为一个系统，有
望实现癌变组织的实时诊断和精准治疗。【方法】本文开发了一种可用于术中大面积显微镜成像和图像引导消融的手术机器人系统，其将
显微内镜成像探针与激光消融探针搭载于机器人之上，由机器人操纵探针在组织表面进行稳定、连续的扫描并通过图像拼接技术合成大面
积显微图像，同时可以在显微图像的引导下对癌变组织进行精准的定点消融。【结果】该机器人的扫描机构设计和精确的电机控制使得该
手术机器人可以保持稳定的探针与组织间接触并进行不同轨迹的扫描。离体组织实验结果表明，该手术机器人系统可以按照预编程的轨迹
进行自动扫描并获得了大于 13.9 mm2 的显微拼接图像。动物实验的结果表明，该手术机器人可以完成猪甲状腺组织的体内实时成像并
可以在显微图像引导下对生物组织的可疑区域进行定点消融。【结论】该手术机器人系统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组织表面显微图像并可以在
显微图像引导下消除组织中的病变区域， 其成果可应用于人体重要脏器病变的精准诊断和治疗。
【关键字】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手持式机器人；图像拼接；激光消融

S02-OR03
基于级联 V-Net 深度网络的医学影像肾脏及其肿瘤区域分割方法
曾万康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厦门大学数字医疗技术研发中心

【目的】腹部肾脏及肾脏肿瘤的分割对于肾脏癌症诊断，手术规划以及术后结果分析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然而，由于 CT 影像噪声程度
不同，患者间的肾脏肿瘤差异性以及腹部器官的 CT 图像的灰度值相似性等问题给肾脏以及肾脏肿瘤的精准分割算法带来一定的挑战性。
在许多计算机视觉问题中，例如图像分类，目标检测，语意分割等，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对于医学影像分割问题，相
关学者研究人员已经提出了许多基于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的方法 , 这些方法的网络结构由 Ronneberger 等人提出的，包括编码器网络
和解码器网络两部分。目前，Milletari 等人提出具有残差连接的 V-Net 三维分割 MRI 图像中的前列腺。Christ 等人设计级联 CFCNs 分
割肝和肝病变区域。【方法】基于以上两种方法，本文提出一种级联的 V-Net 网络深度学习方法分割肾脏和肾脏肿瘤。第一阶段 , 训练第
一个 V-Net 网络将肾与肿瘤当作同一类合并分割感兴趣的解剖结构；第二阶段，训练第二个 V-Net 网络从阶段 1 的分割结果中分割出肿瘤。
合适的数据预处理有助于加快网络的收敛。首先，本文将所有的数据的 CT 值窗位，窗宽分别设置为 113 和 383，突出肾脏区域，抑制
不相关组织和器官的信息；然后，归一化处理使 CT 值分布在（-2.34，2.63）。除此之外，为了使网络能够学习到 CT 影像中肾脏的足
够的空间上下文信息，阶段 1 的 V-Net 的训练数据处理，将所有训练数据的体素间距重采样至（3.22mm,1.62mm,1.62 mm），肿瘤
标注置 1，然后裁剪 160x160x48 的补丁作为阶段 1 网络训练的数据；阶段 2 的 V-Net 的训练数据处理，将所有训练数据的体素间距重
采样至 (0.78mm,0.78mm,0.78mm)，肾脏标注置 0，肿瘤标注置 1，然后在肾脏区域裁剪 96x80x96 的补丁作为阶段 2 网络训练的数据。
同时，对于阶段 1 的分割结果进行移除最小连通区域后处理，减少假阳性语义分割。【结果】为了评估级联 V-Net 的性能，基于 kidney 
tumor segmentation challenge 2019（KiTS）的 210 名患者数据进行模型的训练，验证。在 90 名患者测试集中随机选取 45 名患者
的分割结果进行评估，提出方法的肾脏，肿瘤的 Dice 系数分别达到 0.9476，0.4809。【结论】实验结果表明，级联 V-Net 的分割性能
优于单个 V-Net 分割，有利于解决肾脏以及肾肿瘤分割问题中类不平衡问题。
【关键字】肾分割；肾肿瘤分割；级联 V-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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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Presentation Abstract
口头报告摘要

S02-OR04
基于图像引导的人机协作颅颌面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
胡俊磊
上海交通大学

【目的】颅颌面外科手术等除了要恢复其解剖形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恢复患者的生理功能特别是咀嚼、吞咽和语音功能，因此对精度要
求非常高，给医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一个具有执行精度高、稳定性好等优势的手术机器人系统来协作医生进行手术，可以实现机
器人与医生的优势互补，提高手术质量。【方法】机器人系统由 NDI 的光学定位仪、在末端装有 OptoForce 六自由度力 / 力矩传感器的
UR5 六自由度机器人、手术工具与动力装置等设备组成。光学导航可以实时定位患者、机器人和手术工具等，在其框架下，配准与坐标
系变化算法可以将术前规划中医学图像下的路径转换成机器人的目标位置。机器人路径进行四元数插值，并转化为运动指令，实现基于光
学导航的机器人伺服控制。此外，基于力传感器的手术机器人模糊控制算法对机器人路径进行修正，避免切割腓骨血管等关键组织，实现
机器人自动作业。此外，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变导纳控制可以使机器人适应医生在末端的不同操作，并实现被自由拖曳。导纳控制中增加
术前规划的姿态限制，可以使机器人辅助医生快速定位并避免损伤重要组织。最后，通过结合目前临床术式与医生作业特点，构建了有限
状态机模型来处理操作系统中复杂的交互。【结果】对 3 例不同患者模型的医学图像进行三维建模并打印，依照术前规划路径分别通过机
器人系统自动和医生手工进行钻孔，并对钻孔后模型的医学图像进行测量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机器人操作的角度、入点和出点偏差分别
为 1.52±0.58 度、0.79±0.19mm 和 1.49±0.48mm，医生操作的角度、入点和出点偏差分别为 2.07±0.30 度、0.96±0.28mm 和
2.26±0.32mm。与手工操作相比，机器人操作精度有明显提高。【结论】在手术机器人系统中，医生与机器人能够安全地共享工作空间，
在机器人辅助下，医生能够灵活地、高效地进行手术操作，使得截骨、固位钉道制备等操作更加精准。此外，该系统能无光学导航定位的
情况下，辅助医生进行手术操作，如通过更换不同的末端工具进行切割、钻孔等操作，弥补人类自然颤动的缺陷，提高操作稳定性，减轻
医生负担。
【关键字】手术机器人；颅颌面外科手术；人机协作；光学导航

S02-OR05
基于无监督学习的单目内窥镜深度估计
宋   晗
清华大学

【目的】在微创手术中，内窥镜作为一种可介入式的医疗设备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大多数内窥镜是单目的，无法直接提供三维信息。我
们的目的是从单目内窥镜图像中恢复其深度信息，并将其用于心脏等器官的三维点云重建。【方法】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无监督深度学习
的方法，仅利用单目内窥镜下的一副 RGB 图像来提取深度信息。该方法的目标是训练神经网络从一个左图像的视角信息合成新视角图像，
即右图像。我们利用视差图作为生成深度图的中间桥梁，最终，实现了从单目 RGB 图像对心脏器官表面的三维点云重建。【结果】我们
利用无监督学习的方法实现了单目图像的深度估计，同时也完成了心脏器官表面的三维重建。【结论】本文介绍了一种无监督深度估计的
方法，并将此方法应用在了医疗内窥镜上，实现了对心脏器官的从单目图像到深度图像的重建。在网络结构设计上，我们采用了常见的编
码 - 解码结构。在解码部分，为了加强网络表征局部信息和全局信息的关系，我们引入了全局 - 局部模块，使网络性能有所提升 (KITTI 数
据集对比实验 )。最终，通过深度图和点云的关系，我们实现了心脏器官的三维点云重建。
 【关键字】深度估；内窥镜手术

S02-OR06
面向放射性粒子植入的三维超声介入引导方法
温铁祥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目的】介入内放疗通过 125I 放射性粒子的植入，能有效实现恶性肿瘤的短距离、局部靶向治疗。然而传统内放疗技术存在布源不准确，
难以实时引导的问题。【方法】本文提出一种适用于放射性粒子介入手术机器人的三维超声图像引导方法。首先，我们实现了一种介入手
术机器人的超声探头末端夹持机构，该机构包含超声探头、光学跟踪传感器、力 / 力矩传感器、125I 放射性粒子弹夹、丝杠直线推进模组。
同时，我们提出一种超声探头和穿刺引导针的空间标定模型和方法，新标定模型结合了当前基于体模（Phantom -based）和基于定位探
针（Stylus Stylus-based）标定模型的各自优点，获得了一种可靠、简化的标定模型。标定过程中，标定系统同时记录定位探针的三维
空间位置及其在超声图像中的针尖位置，使用高斯模型对针尖的空间位置进行建模，并使用迭代最近点的优化算法实现两组点集对间的空
间匹配。通过穿刺引导针的空间标定，实现粒子植入引导针的穿刺路径在三维超声图像上的实时增强导航。【结果】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标定方法的平均标定误差小于 1mm，算法收敛速度快。通过超声探头的实时跟踪，实现数据采集速率 20 帧 / 秒的三维超声体数据递增
式实时重建。【结论】通过超声探头的精确标定，实现了一种放射性粒子植入机器人系统末端执行机构和融合超声实时成像、光学定位跟
踪和穿刺过程力感知的多信息融合导航系统。
 【关键字】 图像引导；介入超声；超声探头标定；介入内放疗；手术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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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OR07
基于远心机构的手术机器人系统设计与精度测量
李   稣
上海交通大学

【目的】眼眶减压手术操作空间狭小、手术难度高，手术导航系统可基于术前精准规划引导医生完成手术，但术中人为操作误差难以消
除，而且长时间精准操作对医生要求高。本课题从眼眶减压手术的需求出发，旨在设计一台基于远心机构的高精度、高稳定性的手术机
器人，以帮助医生更高效、高质量地完成手术。【方法】通过机构方案设计与结构优化，设计了位置调整机构、远心机构、快拆式末端
执行机构，完成了样机制作。为了测量该手术机器人的系统精度，本文设计了专用测量模型和一种间接测量方案，采用 API T3-40 激光
跟踪仪分析测量了该系统的远心点精度、绝对位姿精度和重复位姿精度。【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该手术机器人系统的绝对定位精度的
平均误差为 0.869±0.252mm，绝对姿态精度的平均误差为 3.052±2.461°；重复定位精度为 0.184±0.011mm，重复姿态精度为
0.156±0.007°。【结论】本文通过对眼眶减压手术流程的分析，明确了手术机器人自由度的需求，提出了基于远心机构眼眶减压手术
机器人的系统设计，理论上满足了手术操作要求，能够满足眼眶手术的空间需求，并可提供合适的切入角度及沿空间任意轨迹移动。通过
高精度激光跟踪仪对手术机器人的绝对位姿精度和重复位姿精度进行了测量，其中，重复位姿精度较高，而绝对位姿精度不太理想，主要
由快拆机构及末端机构刚度不足引起，在重力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绝对定位误差。后期将针对目前机构存在的缺陷进行改进，并结合光学
导航系统，开展眼眶减压手术模型实验。
 【关键字】手术机器人；远心机构；精度测量

S02-OR08
用于微创脑部手术机器人的针灸式颅骨开颅术
李   哲
广州中山大学

【目的】临床上，为了将诊疗工具植入颅腔内部，需要在骨组织上加工诊疗工具的入口。以材料去除的方式，在头骨上钻孔是传统的操作方法。
该方法不仅创伤大，而且由于微细钻头强度低，无法安全地在骨组织上加工微孔。因此，即便是微细诊疗工具的植入，需要通过在骨组织
上直径为几毫米的创伤孔，通过立体定向仪进行手动操作；这种手术方式，创伤大，操作时间长，误差大。【方法】针对脑部手术机器人，
利用头骨的多孔性、脆性、塑性和可压缩性等特征，创新地提出了一种无材料去除的、类针灸的、微创颅骨微孔加工方法，并设计了一种
用于在骨组织上加工微孔的外科超声波手术器械。该器械的端部为具有外凸结构的圆柱形微细刀头（直径 300 μm，锥形尖端）；成孔过
程中，具有超声振动和进给运动的微细刀头，与骨组织发生相互作用，微创地在骨组织上加工微孔。【结果】在动物头骨上进行了实验，
利用测力传感器对成孔的过程进行监控，利用 SEM 对骨组织的微观结构，以及孔的直径、内壁质量进行观测。实验发现，（1）在超声
振动和进给运动的复合作用下，能够成功地在骨组织上加工微孔；（2） 微细刀头的外凸尖端与骨组织发生相互作用，使骨组织发生弹性
变形、脆性破坏；破坏的骨组织微粒，被排挤到刀头的周围，从而以类似针灸挤压的方式，无材料去除地，在骨组织上加工出一个微孔；（3）
超声振动的振幅不仅影响加工微孔时的成孔力，还影响骨组织的回弹，以及孔壁的质量；通过对超声振动振幅的控制，可以实现高精度、
高质量的颅骨微孔加工，且不对头骨下面的脑膜等软组织造成损伤。【结论】 该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能够在骨组织上加工微孔的方法。
将该技术和脑部手术机器人技术相结合，能够以类似针灸，无材料去除的方式，安全有效地在骨组织上加工高精度的颅骨微孔。以该微孔
作为定位导向孔，能够为脑部工具的植入，提供全新的微创手术操作方法。
 【关键字】微创介入；头骨；脑组织；立体定向手术；手术机器人

S02-OR09
基于电磁定位的口腔种植手术导航系统的开发及实验研究
高   姚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目的】口腔种植手术由于具有术后美观、咀嚼功能恢复等优点，已经在临床中得到广泛应用。现有的基于红外定位口腔手术导航系统存
在光线遮挡问题，使临床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不断调整导航设备及手术位姿，影响手术进程，增加了手术时间。为了避免该问题，本文开发
了基于电磁定位的手术导航系统，并进行了实验研究。【方法】本系统由软硬件组成。工作框架如下：以钛钉作为配准点，使用 ICP 算法
实现患者真实手术坐标与三维 CT 影像坐标一一对应。6D 电磁传感器（姿态矩阵）是电磁导航系统识别运算基本单元，通过预先设计的
夹具被安装在探针、种植手机和病人头部上。在口腔种植手机标定中，标定块以探针作为金标准，左侧分布不同直径的手术钻头放置孔，
右侧分布对应的探针放置孔。标定块两侧孔的同轴度精度被用来保证钻头标定精度，可以简化标定步骤及降低系统的制造成本。设计并开
展了模型试验验证系统精度、稳定性和可行性。【结果】首先，在 3D 打印的病人头骨上进行钛钉（配准点）植入后，对头骨进行 CT 扫描。
然后，使用自主开发的种植体规划软件设计了 4 例长度为 20mm，直径为 4mm 的种植体路径。在电磁导航系统的动态引导下，实时显
示并调整手术器械尖端的位姿，植入 4 枚种植体。最后，将植入种植体的头骨模型再次 CT 扫描。根据预先选择的配准点，将导航软件术
前规划路径和术后影像进行融合。测量植入物在入点，止点的距离误差以及角度误差。将光学导航系统作为对照组，进行了 10 组配准误
差与 10 组标定误差实验，电磁导航的配准和标定的平均误差分别是 0.65±0.06 mm 以及 1.36±0.18 mm。种植体在入点及终点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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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分别是 1.41±0.19 mm 和 1.92±0.13 mm，角度误差范围是 1.80±0.25°。【结论】以上实验结果表明，电磁导航相对于光学
导航精度在配准，标定和种植体精度方面不存在明显差距。电磁导航系统在避免光学遮挡问题的同时，可以满足临床需求的定位精度。
【关键字】 电磁导航；口腔种植；计算机辅助手术

S02-OR10
基于刚性解剖轮廓注册的关节镜手术增强现实导航
马龙飞
清华大学

【目的】提出一种基于刚性解剖轮廓注册的关节镜手术增强现实导航方法，可实现高精度的关节镜全局定位。【方法】探针在膝关节刚性
解剖表面多次取点，获取术中 3D 轮廓；从术前 CT 影像中提取对应的 3D 轮廓；术前与术中轮廓配准得到注册矩阵。基于立体全像技术
生成膝关节的裸眼 3D 图像，将其原位叠加至患者表面形成具有深度感知的裸眼 3D 增强现实手术场景。同时，一个虚拟器械与手眼标定
后的关节镜原位叠加，实时全局导航关节镜手术。【结果】膝关节模型实验验证了基于刚性解剖3D轮廓的平均注册精度为0.75 mm ± 0.60 
mm，膝关节解剖结构和关节镜的 3D 影像原位叠加至膝关节模型上。【结论】提出的方法具有高精度的注册结果，同时增强现实手术导
航解决手眼不协调的问题，降低医生手术难度。该方法有望于进一步应用于临床。
 【关键字】 手术导航；增强现实；膝关节镜手术；患者注册

S02-OR11
基于单目视觉伺服控制的连续体手术器械三维重建
孙亚楠
天津大学

【目的】经自然腔道内镜手术（NOTES）需要将手术器械能够在受限空间内沿曲折腔道到达病灶部位，进而完成复杂与精细的手术动作。
连续体手术器械由于其可扩展性，高灵活性和结构可变性能够满足上述要求 [1]。然而，由于其固有特性、器械 / 组织相互作用导致的不
确定性以及手术过程中缺乏深度信息等问题，进而难以准确地建模和控制连续体机器人，从而导致运动难以被描述且存在组织损伤风险。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开发了一种基于优化控制算法的单目视觉伺服控制器。【方法】本文开发了一种可以精确检测器械末端位置和方向的
控制器，用于连续体手术器械三维重建。该方法具体描述如下：首先基于标记点检测方法，通过摄像机检测连续体手术器械上的标记点，
计算得到其位置坐标；进而对连续体手术器械进行运动学建模；计算图像标记点和建模结果之间的误差，并用伪逆理论 [2] 更新运动状态。
针对初始状态误差较大的问题，提出最小二乘优化控制算法，避免图像雅可比伪逆的奇异性，同时保证图像空间与操作空间收敛一致性。
【结果】搭建连续体手术机器人平台，评估图像处理和状态估计算法的性能。通过计算所更新的相机模型中取得标记点位置坐标与图像检
测标记点坐标的均方根误差，采用单目视觉伺服控制方法，较好的重构连续体手术器械的三维模型，这表明所提方法的高精度性能和高实
用性能。【结论】本文开发了一种基于单目视觉伺服控制算法，通过对图像标记点位置与建模结果误差进行优化控制，可有效地避免图像
雅可比伪逆的奇异性，同时保证图像空间与操作空间收敛一致性，实现精确的连续体手术器械三维重建，证明其有效性与实用性。未来将
实现更高精度和实时实现连续体三维重建，使医生能够更容易和更快地执行内窥镜手术检查。
 【关键字】 单目视觉、伺服控制 、三维重建

S02-OR12
一种基于内窥镜图像与超声图像的消化道手术导航系统
巫康伟
天津大学

【目的】内窥镜图像引导下的消化道手术治疗存在手术视野狭小、组织深度信息难以感知等问题，导致医生难以实时获得病灶点多层次与
多维度信息。为进一步提高诊断与治疗水平，需要将多种不同模态图像进行融合，进而提升病情的分析与判断效果。针对上述问题，本文
提出一种基于超声图像与内窥镜图像配准与融合的导航技术。【方法】本文开发了一种适用于消化道手术环境的基于内窥镜图像与超声图
像融合的实时导航系统。该系统以实现临床评估为主要目标，采用适用于特定手术器械的一种混合标记模型，将超声图像覆盖在传统消化
道手术的内窥镜图像上。此外，针对于现有的融合方法存在超声探头与超声图像的相对关系判断不够准确、融合后超声图像上的理论目标
点与真实环境下的三维点存在较大偏差的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的融合算法，利用改进的基于再生权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剪枝极限学习机算法，
对一系列特定样本进行训练和补偿。【结果】系统实现了每秒 20 帧的快速响应，满足图像融合的实时性要求。将由标记模型得到的每帧
图像所计算得到的相对关系作为理论值，映射到由标定过程得到的超声探头与图像之间相对关系的真实值上，实现了对图像配准与融合的
位姿补偿，提升了系统的精度。实验结果表明，x 轴、y 轴和 z 轴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基本满足临床要求。
【结论】本文开发的消化道手术下的实时导航系统，能够准确反映内窥镜图像与超声图像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有助于对内窥镜视野与病
灶的相对位置关系进行虚拟环境下的可视化，提供表面病变信息与深度信息的融合，为病灶点的三维重构提供有力保障，提升手术引导与
操作的精准性、便利性和安全性。
 【关键字】 手术导航；图像融合；消化道手术；位姿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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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OR13
精准微创手术视觉中的神经血管束智能感知
范文康
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数字医疗技术研发中心

【目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微创外科手术以其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已经成为目前必不可少的治疗手段之一。内窥镜和腹腔镜用
于大部分微创外科手术中，但其限制了外科医生可用的视觉和触觉反馈，使得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无法精准感知神经血管束等重要信息。此
外，在微创外科手术中，由于手术器械的运动模糊，手术视频中会产生一些伪影，这些伪影会直接影响手术视野的质量。【方法】本文提
出一种基于相位的运动放大的手术视觉增强算法。该算法利用神经血管束存在的细微脉动现象，通过基于相位的运动放大方法对神经血管
束的脉动进行放大和增强，其主要是通过放大内镜视频中与病人微弱的脉搏周期性变化相一致的运动来实现的，使得医生可以较为容易地
通过肉眼观察到神经血管束的位置，从而提高医生的手术感知能力。并且通过相位去噪，放大因子局部加权和邻内强度阈值限制的方法，
降低了运动放大后的视频中的噪声与伪影，也消除了手术器械运动所产生的伪影。【结果】文中将此方法应用于保留神经血管束的机器人
前列腺切除手术中。前列腺的外包上附有大量的神经血管束，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仅观察内窥镜图像无法精准的判断神经血管束的位置。通
过手术视觉增强算法处理后，我们发现该算法可以增强神经血管束的脉动，使得内窥镜中存在神经血管束的区域有明显的运动现象。另外，
该算法可以有效的消除内窥镜视频中手术器械运动所产生的伪影，提高手术视野的质量。 【结论】实验证明，微创外科手术中的内窥镜
视频图像经过我们所提出的基于相位的运动放大的手术视觉增强算法处理之后，视频图像中神经血管束的脉动会被放大，医生能够凭借肉
眼感知到神经血管束的脉动。并且内窥镜视频通过该算法的处理之后，可以有效的消除手术器械运动所产生的伪影，使得手术视野更加清晰。
 【关键字】 微创外科手术，神经血管束，运动放大，伪影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