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医院
运营周转、提升
医务人员效率、
降低患者治疗
及预后负担

手术机器人四大优势

微创操作：
减少伤口及术
后并发症

灵活的机械臂、
三维高清成像系统、
震颤滤除功能

缩短医生学习
术中曲线时间、减轻
医生术中疲惫、减少
辐射及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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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机器人的发展史中，达
芬奇机器人的研发具有里程碑式意
义。1999年，达芬奇机器人诞生，
标志着世界第一台真正的手术机器
人诞生。目前，达芬奇机器人已经
发展到第五代，广泛适用于普外科、
泌尿科、心血管外科、胸外科、妇科、
五官科、小儿外科等。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海口市人
民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妇
女儿童医学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已
先后引进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达芬
奇外科手术系统是一种高级机器人
平台，其设计的理念是通过使用微
创的方法，实施复杂的外科手术，特
别是在腹腔镜手术中使用的机器人
手术系统，也是目前最复杂和最昂
贵的外科手术系统之一。

“医院要服务好患者，离不开过
硬的医疗技术和先进的医疗设备。
2018年12月31日，我们医院率先
引进海南省地方医院第一台达芬奇
机器人，截至目前已成功开展超过
400例的机器人手术，造福越来越
多的患者。”海口市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主任医师吕蔡说。

达芬奇机器人外形酷似章鱼，
由主刀医生控制台、三维高清成像
系统和配有四条机械臂的手术系统
3部分组成。“与人的手臂一样，机
器人的‘手臂’可灵活转动360度，
突破了人手的局限，特别是在空间
狭小的区域，能完成转动、挪动、摆
动、紧握等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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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精准操作。”吕蔡介绍。

在达芬奇机器人高清的3D视
频成像系统支持下，手术部位可以
放大10倍，并以3D立体方式呈现，
突破了人眼的局限，使解剖层次更
清晰，手术操作更精准。实施手术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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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精细精
准操作，有效减少病人的出血量，降
低并发症发生几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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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蔡
说。

随着戒碳水、生酮饮食等减肥方式的风靡，
不少人开始学着改变饮食方式。但让人始料未
及的是，这种看似健康的饮食结构，可能对头发
造成很大损伤。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海南省皮
肤病医院）皮肤科主任吴伟伟提醒，在皮肤科，因
为不正确减肥引发脱发的患者近年来明显增多，
其中年轻女性较为常见。

近日，一位女子“低碳水”饮食5个月，头发
掉了1/3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今年25岁的小
李，是一个注重健康的人，平时作息规律，几乎不
熬夜，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可近半年来，每次
洗头都发现，自己的头发一掉一大把。小李原以
为过段时间就能好了，结果头发越掉越多。每天
起码掉100多根，感觉有1/3的头发都掉没了。
小李吓得不敢梳头、洗头，戴上帽子赶紧就医。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追问小李的饮食情
况之后，医生找到了原因。小李之前体重一度飙
到了140多斤，听从朋友的建议后，她开始节食
减肥，少吃碳水化合物，同时还戒掉了平时喜欢
的奶茶、蛋糕、咖啡，只吃一些粗粮，而且量也不
多。3个月，小李就减了30斤。为了维持减肥
效果，小李继续上述饮食方式。而这之后，小李
开始出现了大量掉头发的情况。

经过检查，医生诊断是急性休止期脱发。随
后给予外用药治疗以及补充多元维生素，同时建
议小李恢复正常的饮食。

据介绍，休止期脱发是一种弥漫性非瘢痕性
脱发，是由于毛囊生长周期受到干扰而使休止期杵
状发脱落增多的现象。根据病程分为急性和慢性。

头发的生长通常会经历3个阶段：生长期、
退行期和休止期。正常情况下，大约90%的头
发处于生长期，大约10%处于休止期，只有
1%左右处于退行期。每天脱落50到100根头
发，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同时会有相等数量的
新生头发来弥补。

一般来说，引起休止期脱发的原因主要有4
种：最近生了某种大病、产后、受到沉重的精神打
击以及营养不良。吴伟伟接诊过不少因为节食
减肥导致脱发的患者。减肥是为了健康着想，但
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反而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吴伟伟提醒，一旦出现异常脱发，请及时就
诊，如果拖着不管，急性休止期脱发可能发展成
慢性休止期脱发，到时候再想恢复到原先的发
量，就比较难了。

“低碳水”饮食小半年，头发掉了1/3

“减肥坑”要当心
■ 本报记者 侯赛

秋冬“干眼症”
你中招了吗？
■ 本报记者 侯赛

秋冬交替时节气候干燥，老人注重润肺，年
轻人重视润肤，但往往忽略了眼睛也要预防“干
燥”。据《2021眼健康及干眼科普报告》，我国干
眼患病率高达21%至30%，也就是说每5人中至
少有1人患有干眼症。尤其是在相对干燥的秋
冬季节，泪液蒸发过快，容易出现季节性干眼症
状加重的情况。

在医学上，干眼是多因素引起的慢性眼表疾
病，是由泪液的质、量及动力学异常导致的泪膜
不稳定或眼表微环境失衡，可伴有眼表炎性反
应、组织损伤及神经异常，造成眼部多种不适症
状和（或）视功能障碍。

海南省眼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军介绍，引发
干眼症的原因很多，与不良的生活行为、饮食习
惯、室内环境息息相关。长期熬夜或失眠、长期
用眼的人容易得干眼症。研究表明，干眼症状的
严重程度与视频显示终端的使用时间成正比，当
视频显示终端每天使用时长超过8小时就很有
可能导致干眼。

眼睛干涩，不少人会觉得患了干眼症滴一些
眼药水就可缓解症状。杨军认为，实际上，分型诊
疗将是治疗干眼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干眼症并
不是一瓶眼药水就能够解决的，需要去专业眼科
医疗机构做科学综合检查，判断类型，分型诊疗。

如何预防干眼呢？杨军建议，预防干眼，首
先可以从10分钟“眨眼操”做起。

“正常人每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5至20次，
可当我们紧盯着屏幕工作、学习、娱乐，以及开车
时，每分钟眨眼次数仅为5次。”杨军表示，不良
习惯会最终导致我们患上干眼症，为有效改善眼
干、眼涩、眼疲劳等不适症状，可以从简单的“眨
眼操”做起！

“轻闭眼两秒，紧闭双眼两秒，再睁眼两秒。
一次训练1分钟，一天做10次。”杨军表示，通过眨
眼将泪液均匀地分布到眼表，湿润眼睛，还能促进
睑板腺分泌的脂质（俗称“油”）排出，从而保护眼泪
不被蒸发，提高泪膜的稳定性，以此预防干眼。

其次，还要注意调整饮食。平时多喝水、多
吃水果蔬菜，注意补充维生素。

此外，还要积极治疗可引起干眼的原发疾
病，如糖尿病患者良好的血糖控制、结缔组织病患
者的规范治疗都有利于干眼症状缓解。此外，积
极治疗感染性结膜炎、过敏性结膜炎等眼部疾病，
也可通过消除原发病来起到缓解干眼的作用。

精准化、数字化、个性化

手术机器人出 不凡
■ 本报记者 李艳玫如今说起机器人，

公众并不感到陌生，生
活中也越来越常见，比
如送餐机器人、扫地机
器人、表演机器人等。
在医疗领域，机器人也
已得到推广应用，其中
常见的是手术机器
人。它们是医生的“左
膀右臂”和“大脑”，辅
助开展手术治疗，在减
小手术创面面积、提高
手术精准度、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节省医
生体力消耗等方面体
现出优势。

据了解，手术机器
人是一组器械的组合
装置，通常由医生控制
台、床旁机械臂系统和
成像系统构成。近年
来，手术机器人研发进
入百花齐放的状态，行
业发展愈发蓬勃，走向
更专业化趋势。目前，
我省多家医院已引进
不同类型的手术机器
人，本期健康周刊带您
认识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Mako骨科机器人
和睿米手术机器人，了
解它们在不同类型手
术中的应用场景和产
生效果。

近日，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在手术
机器人辅助下，为脑出血患者李先
生成功开展手术。“真没想到，我的
手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完成，还是
国产的机器人。”李先生说。

李先生所说的机器人，是指睿米
手术机器人，这是一种用于辅助临床
医生精准、微创、高效、安全地完成各
种神经外科手术的机器人，具有术前
规划手术计划和模拟手术入路，术中
实时导航等功能。三亚中心医院于
今年10月引进该机器人，两周时间
里，神经外科团队应用其成功开展了
脑出血急诊手术、脑胶质瘤切除术、
脑脓肿穿刺引流术、垂体瘤经单鼻孔
鼻蝶入路切除术等近10台手术。

“李先生因突发左侧肢体无力，
伴意识模糊6小时，来到医院就诊，
头颅CT检查确诊为右侧基底节区
脑出血。我们通过睿米手术机器人
为患者确定手术靶点及安全的入颅
路径，在机械臂的引导下精准定位
血肿，进行微创穿刺抽吸，血肿清除
干净，顺利完成手术。”三亚中心医
院神经外科主任李钢说。

另一名患者马女士，因发作性肢
体抽搐、伴意识障碍，检查发现左额
叶占位性病变到该院就诊，术前诊断
考虑为脑胶质瘤。入院完善术前准
备后，神经外科团队在手术机器人辅
助下，进行肿瘤体表投影标记，精准
设计手术切口，肿瘤完全切除。

“传统的开颅手术创伤大、术中
出血多、为了切除病灶往往要增加
脑暴露区，立体定向手术患者需要
安装金属的定位框架，操作烦琐，定
位框架可能会影响手术医生的操
作，总体手术时间也较长。”李钢说，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具有精准、微
创、智能化的优势，能够更加精准合
理地设计开颅手术切口。由于定位
精准、切口减小，也减少了无效脑暴
露和手术副损伤，降低并发症发生，
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神经功能并提高
术后生存质量。

今年60岁的张先生因双侧股
骨头缺血性坏死，在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接受
Mako机器人辅助人工膝关节表面
置换手术。术后第二天，张先生即
可自主下床活动。

Mako机器人是专用于人工关
节置换手术的机器人，具有十几年
的研发历史，是目前国际领先的智
能关节机器人。有人这样形容，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是腹腔镜手术机器
人领域当之无愧的“一哥”，那么
Mako机器人则是目前关节手术机
器人领域的“一哥”。

2018年，Mako骨科机器人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
尿病医院“上岗”，让海南的关节疾
病病人不出岛就能享受到国际先进
的精准智能关节置换手术服务。

“Mako机器人相比人的最大优势
在于精准，可辅助医生完成毫米级
精准规划，模拟设计3D手术方案，
让个性化手术方案得以实现。同
时，减少对患者的创伤，降低手术风
险，加快患者的康复进程。”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
院关节外科主任陈元良说。

据介绍，接受Mako机器人辅
助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首先要通过
CT扫描，Mako数据系统会对患者
关节解剖结构进行精确重建和精确
分析，为患者设计个性化的手术治
疗方案。在手术过程中，机器人为
医生提供非常直观的假体植入三维
影像，精确显示假体位置和力线情
况，并根据患者的软组织张力和运
动轨迹，微调术前计划，实现手术的
个体化和精准化，协助进行最优化
的假体定位，医生能够通过机器人
手臂动力准确放置髋关节假体，使
得手术的确定性大大增强。

2020年 12月，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也启用Mako关节机器人
实施手术，并成立Mako亚太培训
中心三亚分部，加快协同研究创新
网络体系建设，推进骨科与运动康
复领域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名称：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适应症：

达芬奇机器人已经
发展到第5代，广泛适用
于普外科、泌尿科、心血
管外科、胸外科、妇科、五
官科、小儿外科等。
●应用情况：

根据直觉外科 In-
tuitive 在 2021 年 12 月
提供的数据：达芬奇手术
系统在67个国家的装机

量超过6500台，手术数

量已超过 1000 万台。

截至目前，已有超 300
台达芬奇手术系统在中
国装机，惠及逾 36万名
国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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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手术机器人发展起步开始至今30余年，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到1999年为起步阶段，2000年
到2010年为发展阶段，从2011年至今是创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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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手术机器人带来的医疗品
质巨大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尤其
是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大力推广。

从全球来看，2020年，机器人辅
助手术量占全球手术总量的比例已
经达到2.8%，预计2030年将增长至

14%。
近年来，手术机器人在中国的应

用也发展迅速。有相关报道显示，预
计到 2030年，中国仅骨科市场的智

能设备占有率就将从不到5%跃升至

40%以上。

名称：Mako骨科机器人
●适应症：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应用情况：

Mako智慧机器人在临床上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全国
手术量从2021 年 8月的 3000
台到 2022 年 9 月底成功突破

6000台。

手术机器人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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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海南行动

名称：
睿米手术机器人
●适应症：

可提供出色的个性化神经外科手术
方案，辅助医生完成各类脑出血、脑活检
及开颅导航及相关脑部微创手术。
●应用情况：

目前睿米手术机器人现已积累了上
万例的临床病例，开展了多场远程机器
人手术的临床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