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7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侯赛 美编：许丽B07

相关链接

尽管“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有着令人惊叹的技能，
但引进一台机器人需要付
出2000万元的代价。

据了解，在部分发达国
家，手术机器人系统已在普
通外科、泌尿外科、妇科、心
胸外科等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但在我国，由于
国外手术机器人购置费用
高、手术成本高、维修费用
高，所以普及难度依然较
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
有科研机构开始研发国产
手术机器人。据了解，2019
年11月28日，由天津大学、
中南大学、威高集团共同研
发的国产手术机器人“妙手
S”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这标志着我国高端医疗装
备自主创新又有新突破，国
产手术机器人即将完成走
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一旦国产手术机器人
产品化，机器人手术费用可
能比一般腹腔镜手术高不
了多少。未来推向市场后，
将有助于降低同类产品的
价格与维护成本，把机器人
手术的费用大大降低。

（侯赛 辑）

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健康周刊

4月 28日上午，71
岁的叶先生正躺在海口
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台上
接受前列腺肿瘤切除手
术。

通常，该手术需要4
个医生围在手术台前，
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但
现在叶先生身边却只有
一台像章鱼一样的机器
人和一个医生助手。机
器人拿着手术器械进入
腹腔内部，小心翼翼地
避开动脉血管，探查着
肿瘤的存在。

事实上，并非这个
长得像章鱼的机器人在
做手术，而是一名外科
医生在一旁操控着它。
这已经是海口市人民医
院完成的第50例“达芬
奇”机器人手术。

在医护人员资源有
限的背景下，随着人口
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
高质量医疗需求不断增
长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
发展，机器人辅助手术
将成为主流趋势。目前
我省已有多家医院开展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机器人手术量也在逐日
攀升。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王宏焕 海南省眼科医
院 医学验光专科 视光师

普通验光与医学验光的区别

普通验光只是一种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方法
确定眼睛度数，判断是否有近视、远视、散光等。

而医学验光是综合了多门学科（包括眼科
学、视光学、物理光学、眼镜光学等）而进行的科
学验光行为，它涵括主观验光和客观验光，扩大
了验光的范畴。医学验光不仅验出眼睛的度数，
更是在这基础上综合考虑被检查者眼健康状态、
屈光状态、双眼平衡、视功能情况等，为被检查者
提供个体化的处方建议及科学的用眼指导。根
据处方建议可行配戴框架镜、隐形眼镜、角膜塑
形镜、用药处理或者视觉训练。

为何要进行散瞳验光

有部分人员是必须进行散瞳验光的，目的是
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但在散瞳前必须完成
相关检查才可决定是否选择散瞳验光，以及用哪
类散瞳药水。

16岁以下，初次配镜的儿童及青少年须散瞳
后验光配镜，这样可以排除假性近视。对于低于
6岁的屈光不正儿童，必须给予阿托品散瞳后检
影验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给予阿托品散瞳：
(1)检影发现为远视患者；(2)合并有各类散光者；
(3)屈光度数低但矫正视力差，且难以解释者；(4)
伴有各种类型斜视的患儿。

医学验光的步骤

医学验光的流程包括三大步骤。第一步：病
史采集，包括被检者的基本信息、被检者主诉、既
往病史等，并行裂隙灯检查等。第二步：屈光检
查，屈光检查首先做电脑验光等客观验光，在客
观验光的基础下更换不同镜片进行被检者的主
观判断，即主观验光，并根据需要完成调节功能、
立体视、同视机等视功能检查。第三步：配镜处
方，配镜处方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被检者戴镜看得
舒适，清晰，持久。

老视配镜者结合职业需求和用眼习惯建议
配戴渐进多焦点眼镜,双光镜或者单光镜；近视
加深过快的青少年，可以选择周边离焦设计的镜
片或者角膜塑形镜；经常驾驶的司机，可以选择
驾驶型镜片；有视功能问题者，结合具体情况选
择框架镜的类型加视功能训练。

鉴别真假性近视

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电子产品的使用越来
越普遍，很多视力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
近视患病率越来越高，近视发生年龄也越来越
低。所以家长一旦发现孩子视力有问题，比如孩
子喜欢歪头，眯眼，或挤眼才能看清远处物体时，
应及时带孩子到专业眼科机构进行医学验光，鉴
别孩子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充分散瞳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视力可以
恢复到正常状态，那是“假性”近视，不需要戴
镜。如果充分散瞳后视力度数没有改善，验光结
果也为近视状态，则为近视，需要进行屈光矫正，
也就是配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及时戴镜干预，不
要让近视度数加深太快。

医学验光配镜才可靠

准妈妈忽视产检
新生儿多出一个“头”
医生提醒：准时产检，以防出生缺陷

■ 本报记者 马珂

出生不到11小时的婴儿，脑袋上竟然“顶”着
一个和脑袋差不多相同大小的软质鼓包……4月
26日晚上9时，省妇儿中心(复旦儿科海南分院、
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儿童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
顾硕带领团队为脑膜膨出患儿小毛成功实施了
脑膜脑膨出切除术。这也是海南首例出生一天
内新生儿脑膜脑膨出切除术。

据介绍，脑膜脑膨出一般认为与胚胎期神经管
发育不良、中胚叶发育停止有关，可能受孕初数周内
孕妇的外伤、感染、新陈代谢障碍等因素影响。

“这样的孩子一般在产前就可以筛查出来。
一旦筛查出来，就应该找专科医生进行产前咨
询，全程监控孕期和产程。一旦出生，就应该立
即实施手术，越快越好。”顾硕表示，在询问中他
了解到，小毛的妈妈在孕期只做过两次产检，并
没有按时进行。作为海南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中心主任，顾硕呼吁，育龄夫妇一定要注重婚检，
孕妇要按时做产检。

据介绍，产检中有个很重要的检查项目，就
是排畸。胎儿如果出现严重畸形，通过检查后发
现，可以及时干预，避免重度缺陷患儿出生。需
要注意的是，即使身体健康的准妈妈，也可能出
现妊娠期并发症，一旦发现胎儿畸形，如果发现
较早且正确干预的话，并不会对准妈妈及胎儿造
成太大威胁。反之，就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做好三级预防措施，大部分的出生缺
陷是可以得到有效防治的，这其中，婚检、孕前检
查及产检尤为重要。”顾硕称，很多如先心病、脊
柱裂、脑膜膨出、胃肠消化道畸形等出生缺陷的
孩子可以在新生儿期得到有效救治。

最后，顾硕建议，孕龄妇女最好做到有计划
怀孕，怀孕前3个月开始服用叶酸，确保叶酸及时
的补充，平时多吃富含叶酸的食物。一些孕妇叶
酸吸收不好的情况，就需要检查叶酸摄入基因。

海口市人民医院已开展50多例“达
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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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主刀医生远离手术台，坐在机
器后面操纵着机械手臂，轻松完成
一台微创手术。在有“达芬奇”手术
机器人的医院，用机器人做手术已
渐渐成为外科医生的工作常态。数
据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90%以上
的前列腺癌手术都是借助“达芬奇”
机器人来完成。

今年4月10日，海口市人民医
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周帅配合
主刀医生利用“达芬奇”机器人成
功完成了被称为“腹腔镜医生的喜
马拉雅山”的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利用机器人手术，大大提高了手术
的质量和速度。

机器人做手术，是怎样一种体
验呢？周帅介绍，操作时术者是坐
在椅子上，直接看目镜的。因为腹
腔镜本身就是双镜头的，配合上双
物镜视野，“达芬奇”机器人的3D显
示效果非常逼真，立体感和层次感
非常好，能够获得准确的空间距离。

手术医生利用“达芬奇”机器
人系统通过三维图像、操作手柄、
脚踏板将手术操作程序传输给操
作臂，由高度灵活的操作臂完成
复杂高难度的手术。在整个过程
中，好比开车司机有高清视觉系
统，通过万能转向的方向盘可以
自由转向，通过灵敏的脚踏自由
切换挡位，实现加速减速过程，专
业车手即可完美操纵车辆，实现

快速、安全达到目的地。
谈起操作体验，首先是舒服，

主刀医生坐着做手术，而且手臂有
支撑，完全免去了腹腔镜手术的疲
劳。其次是3D效果好，如同人眼
直视，有距离感，操作自然准确，省
去了腹腔镜手术中依据视野中物
体的形变结合术者经验来判断距
离。再次是机械臂足够灵活，如同
人手一般，13个关节，完全可以完
成各种复杂动作。

“达芬奇”机器人系统可以通过
减震系统消除人手自然的颤抖，对
血管等组织的分离、缝合稳定性更
高。周帅说，操作机器人做手术就
像汽车在道路行使，遇到颠簸路段
时，通过汽车稳定系统，不至于引起

汽车强烈颠簸，而是使汽车平稳行
驶，给乘车者带来愉悦的乘车体验。

“‘达芬奇’机器人系统虽然非
常复杂，但是在主刀医生操作过程
中基本感觉不到从发出指令到机
械臂的延时，以此达到操作的精准
性，提高手术效率。”周帅说，日常
手术经常需要3-4位医生配合完
成，配合过程中，存在团队磨合问
题，助手需要完全领会主刀医师的
手术流程、意图等，才能配合得非
常顺利。但即使配合非常完美，从
主刀医师每发出一个指令到助手
完成指令，也存在时间差。而达芬
奇机器人系统的这项功能，可以大
大缩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效率，
减少患者痛苦。

用
机
器
人
做
手
术—

—

操
作
如
开
车

平
稳
又
快
速

■
本
报
记
者

侯
赛

一
线
声
音

海
口
市
人
民
医
院
医
生
正
在
进
行
﹃
达
芬
奇
﹄
机
器
人
手
术
。

（
受
访
者
供
图
）

病人轻松，医生也轻松

接受了机器人手术的叶先生
第二天就把管子拔了下床活动，他
说，“没什么特别感受，睡了一觉就
出来了，一周内就可以出院了。”叶
先生的女儿表示，考虑到微创的好
处，机器人手术的成本完全可以接
受。

海口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
主任医师张冲介绍，“达芬奇”手术
机器人可以小化手术切口，有效减
少病人的出血量，降低并发症发病
几率，缩短住院时间，使病人早日
痊愈。

“如今越来越多的病人愿意接
受机器人手术。”张剑权说，通过机
器人手术，病人第二天就能下地活
动，只需七八天就能出院，而传统
的开腹手术需要五六天左右后才
能拔掉肚子上的各种管子，半个月
后才能出院。尽管机器人手术费
用一般要贵2万元-3万元，但病人
的用药、住院费用得到节约，医院
的平均住院日也从14天降到9天，
病床周转率得以提升。

张剑权介绍，以前他用腹腔镜
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花费十
几个小时——这种手术涉及的手
术步骤繁多，切除程序复杂，牵涉
胃、胰十二指肠、胆囊、胆管等多个
器官，“医生累趴下了，病人也扛不
住”。去年开始，张剑权使用机器
人进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手术
时长立马减至6小时。如今是病人
轻松了，医生也轻松了。

“达芬奇”更擅长微创治疗

机器人手术与传统手术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呢？

海口市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
主任张剑权介绍，机器人手术的
全称是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
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达芬奇”
机器人手术具有明显优势——其
突破了人手的局限，在原来手伸
不进的区域，机器手灵活移动，完
成分离、切开、缝合、打结等动作，
比人手更灵活，且机械手上有稳
定器，不会出现抖动情况，避免了
术中因手抖误伤神经和血管的意
外。

“‘达芬奇’机器人有 4 个手
臂，其中3只手臂代表主刀医生的
手，一只手臂代表了医生的眼睛
——它自带光源，有摄像头，放大
20倍手术视野并以3D立体方式呈
现给医生。”张剑权说，实施手术时
外科主刀医生不与病人直接接触，
通过三维视觉系统和动作定向系
统操作控制，医生手指、手腕和手
臂的动作通过传感器输入计算机，
并同步翻译给机器人手臂，机械手
臂模拟外科医生的手部动作，完成
手术操作。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达
芬奇”机器人主要用于通过腔镜开
展的微创治疗的疾病，因为它不仅
可以完成常规电视腔镜所能完成的
简单外科微创治疗，还可实施复杂
高难度的外科重建手术，同时也可
轻松有效地完成微创显微手术。

并非适合所有手术患者

虽然机器人手术有诸多优

势，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可以做

机器人手术。张剑权表示，开展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对主刀医

师、助手、护士、麻醉医师的要求

都很高。开展“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医生必须有丰富的外科手术

经验，对解剖区域的组织和操作

的力度要有很精确的把握。

据了解，为了保证手术安

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厂家

还要求医生在用机器人进行手

术之前，必须完成网络在线课程

的学习，并去往指定的培训中心

接受机器人手术培训。在培训

中，医生将会使用动物（猪）进行

手术操作，学习如何安装机械臂

以及如何应对手术中突然出现

的技术故障。

张剑权说，医生刚开始接

触机器人手术时，由于坐在远

离手术台的操作台前进行操

作，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就像

第一次踢足球的时候，感觉这

个球不受你控制，但是球技好

了后，就像球粘在了脚上，得心

应手地运用起来。技术都是熟

能生巧。”

任何新技术的推广都有艰

难的过程。张剑权说，刚开始推

广腹腔镜的时候，患者更愿意做

开腹，而刚开始做机器人的时

候，很多人说腹腔镜就够了。等

到技术推广开，患者却问，“你为

什么不给我做机器人手术，怎么

要开肚子？”

对于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

张剑权补充道，传统开腹手术、

腹腔镜手术、机器人手术并非互

相取代关系，机器人手术主要是

用来做比较复杂的需要缝合打

结的手术。

“胆囊切除用腹腔镜30分钟

就可以完成，机器人30分钟还没

装好呢，没必要。”张剑权指出，机

器人技术的运用并不意味着医生

退出手术台，也不意味医生的成

长有捷径可寻，“机器永远不可能

取代医生，可以用机器人织毛衣，

用机器人炒菜，但是用机器人做

手术，一定是在医生的直接遥控

和监控下进行的，在可见的未来，

机器人是不具备独立智能来为人

类做手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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