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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ＳＳＲＬ外科仿真训练及基本要素
郑斌王小林
外科仿真训练已有３０多年历史，如今已经成为了国外

窥镜外科医师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ｄ

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就是让外科医生学会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适应复杂ｆ拘Ｊ＇ｌ－科工作环境并学会控制包括工具的运动系统，

ＥＳ提出了微创手术训练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基于仿真平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ＳＡＧＥＳ）的关注。随后，ＡＣＳ与＆气Ｇ—

从而降低因操作失误产生的医疗事故。目前外科仿真技能

台的标准化训练，并认为这将成为提高微创手术安全性的主

训练的核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造一个安全的训练环

要手段‘６‘７］。

境，使外科医生对微创手术所需协调的复杂运动系统进行反

ＳＳＲＬ配备了与真实微创手术室相同的灯光、手术床及

复训练，达到运动定型，而定型后的感觉刺激会自动诱发一

全套的影像和手术操作系统（图１）。２０００年开始研究显示

系列自主运动，无需再经大脑皮层的分析和计算［１３；另一方

器方位与腹腔镜轴线旋转对手术操作的影响。众所周知，手

面是创造接近真实手术的环境，使医生的训练过程无需在患

术助手在操控腔镜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将腔镜沿纵轴作旋转，

者身上完成，从而避免对患者的伤害［２］。

其结果是术野画面的水平线被扭曲，影响术者对解剖层面的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外科仿真训练实验室（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判断。当术野画面水平式放置时，图像与术野方位对应较

Ｌａｂ，ＳＳＲＬ）在十多年的不断实践中特

好，操作者不仅运动操作的时间较短，而且运动准备的时间

别注重探索外科实践主体与微创手术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更短Ｅｓ］，尤其在腔镜旋转的情况下，显示器

从摸索更加客观有效的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提高训练设备

水平放置时其优势更加明显，对操作者的运动表现更有保护

及训练环境的仿真度以及加强仿真训练方法学的研究等方

作用。此后出现的手术机器人，如Ｄａ

面不断进行实践，总结了五个外科仿真训练基本要素，以求

ｔｅｒｎ就采用了显示器水平放置的设计。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最大程度地提高外科仿真训练的效果。现详细介绍如下：

Ｖｉｎｃｉ＠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

目前ＳＳＲＬ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医生的３Ｄ视觉。微创手

一、可视化

术中的术野是由普通单个光学镜头捕捉的，因而景深是缺失

本世纪初起，腹腔镜手术大量应用于．，ｂＪＬＪ＇ｌ，科。据统

的。我们希望了解外科医生在缺失景深的情况下构建局部

计，１９９７年美国儿童阑尾切除术仅有１０％是通过腹腔镜完

解剖立体关系的详细机制，这不仅有助于设计新的外科训练

成的，而２００５年这一比例已经急升到９５％以上［３］。腹腔镜

课程，让年轻医生学会快速适应腔镜下的视觉环境，也可以

手术因具有创伤小、愈合快、瘢痕微小等优点，因此深受患儿

指导设计下一代３Ｄ腹腔镜。

家属青睐，但同时腹腔镜手术需要克服二维影像，触觉反馈
减少及手与器械移动端的运动方向相反等难点，而且也对外
科医生的技能训练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腹腔镜手术的基本环节是外科医生从监视器上获取术
野的视觉信息，并将此信息经大脑处理后以引导手部动作；
同时，外科医生的手术操作需借助特制的腔镜器械隔着腹壁
完成，因此如此复杂的运动控制系统，不仅需要外科医生眼
与手的协调，而且还需兼顾影像系统（相机、屏幕等）及工具
系统。由于腹腔镜手术的信息处理系统远较开放手术复杂，
所以会导致外科医生的脑力和体力负荷增大，甚至产生疲倦
状态［４＋５１，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差错的风险就会增加，严重时
危及患者安全，这也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微创手术的
并发症有所上升的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引发美国外科医生
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ＡＣＳ）及美国消化道及

图１

ＳＳＲＬ内部完全依照微创手术间而设立，配备手术

床、灯光、悬吊臂、影像系统及手术器械。木质训练盒内
部放置模拟组织，模拟腔镜下胆囊摘除术及患者生命体
征。佩戴的眼动仪记录训练者的眼球运动，而三维运动
跟踪仪（画面中部远端显示其中的一部分）则记录训练者
肢体运动轨迹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ｒＬ ０２５３—３００６．２０１５．０８．０２０

作者单位：Ｔ６Ｇ２Ｒ３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医学院外科学系仿
真训练实验室（郑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小儿
外科（王小林）
通信作者：郑斌，Ｅｍａｉｌ：ｂｉｎ．ｚｈｅｎｇ＠ｕ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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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触化
触觉在引导人手的精细运动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手套对人手精细运动的影响研究中，医学生分别在裸手、
戴一层外科乳胶手套和戴二层外科乳胶手套下完成一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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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操作，研究结果显示：戴一层手套时运动表现成绩与裸手

仅靠阅读ｘ线片来判断，很难掌握这类手术的要点。利用

接近；而戴了两层手套后运动表现成绩明显减退。究其原因

计算机成像技术，再现脱位的髋关节３Ｄ结构，可以很快地

就在于双层手套不仅阻隔了表皮下触觉感受器对外界刺激

了解其病理改变，并利用３Ｄ打印机打印出脱位髋关节模

的正确反应，而且由于手套的弹性张力对手部肌肉的本体感

型，不仅可以让医生准确制定术前计划，还能在模型上进行

受器的挤压进一步干扰了人手的精细控制。既然戴手套如

手术方案的预演。

此，那么腔镜器械对外科医生触觉的影响就更加明显。比

四、评估可量化

如，医生对器械所施加的力会被器械内部机械结构所改变，

评估技能训练的基础是操作表觋的可测量（Ｐｅｒｆｏｌ＇ｉ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没有准确的测量，谈不上高水平的训练。

从而造成对组织所施加的力，有可能被放大，也可能被缩小，

ａｎｃｅ

因此医生很难借助组织的反馈来调整操作控制，这些因素都

传统上我们对医生技能的测量都是在手术操作结束后才实

会影响医生操作的精细控制。在另外一组研究中，操作者分

施，而且多采用间接性的指标来衡量，如手术时间、术后恢复

别用裸手、１：１工具和１：２工具去抓取物体，研究发现裸手

时间、感染率及输血量等来评估医生手术的优劣。这些术后

指尖张开的程度可以准确匹配物体的直径；而用工具时，无

测量指标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不能直接反映医生的技能

论是那种工具，工具尖端的张开程度都无法准确匹配物体的

水平，而且也无法与医生在手术中的具体操作进行挂钩，难

直径。使用工具令手脱离了真实触觉，精细运动是会受影响

于对医生的技能给出及时有效的指导与反馈。ＳＳＲＬ特别

的。该研究还发现工具能影响人体运动系统的协调性。人

重视实时客观量化医生的手术操作表现。比ｊ（ｉｌｉＪｉ』练皮肤切

手加载工具后，上肢各关节问运动的协调性就会被破坏［９］。

时，实习医生带上内含压力记录仪的特制手套就可以实时测

因此，当外科医生开始学习使用一套新的外科工具时，需要

量所施加的力量，并将其力量曲线与经验丰富医生的力量曲

更长的训练时间，才能使人的运动适应工具。只有当手与工

线对比找出差异，以此差异来指导年轻医生如何控制手的力

具间的协调性形成后，才可以安全地为患者手术。

量（图２）。

医生在微创手术操作过程中使用特制的长柄器械，如同
杠杆，近远端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如果所使用的器械本身
带有弧度，或者远端带有折角，会更加不容易控制，操作准确
性更难把握［１…。因此在使用新的、复杂的外科工具时，应给
予外科医生足够的训练时间以适应工具的物理特性，从而确
保在给患者手术时，不会因为工具操作不熟练而对患者造成
副损伤，而这些训练都可以并应该在仿真训练环境下完成。
三、可重复化
可重复化是外科仿真训练的另一个基本环节，也是一大

图２高年资医生正在用３Ｄ鼻模型做鼻中隔矫正术。

优势。学习一项技能的本质就是一套运动操作协调性的内

手腕处的压力记录仪可以实时准确记录术者操作过程中

在固化。我们常说熟能生巧，强调的就是反复训练的重要
性。

施加的力量

ＳＳＰ＆，安装了三维运动轨迹监测系统，该系统可以对多
早期的外科仿真大多利用塑料模型代替人体结构，缺点

达１０８个控制点跟踪运动轨迹。这些控制点既可以放置在

在于模型可重复的次数少，成本也相对较高。随着计算机技

外科医生肩、肘、腕和手指上，也可以放置在器械上。通过分

术的迅猛发展，基于虚拟现实平台的外科模拟器也获得快速

析控制点的运动轨迹，可以准确记录和测量出医生操作技能

发展［１１－１２］。外科虚拟仿真器的优点在于视觉还原比较先进、

的一些相关参数，如运动平滑性、速度均匀性、关节协调性

画面延迟小、画幅更新快、解剖器官色彩形态的还原接近实

及两手配合的熟练度等。这些客观数据对于我们了解技能

景电视画面，但对触觉的还原却还处于开发阶段ｎ引。此外，

的形成和定型都有很大的帮助。

模拟训练器价格昂贵，维护费用高，一时难于大范围推广使

ｓｓＲＬ采用Ｔｏｂｉｉ眼动仪监控外科医生的眼球运动轨

用。为了克服以上缺点，ＳＳＲＬ在外科仿真训练中采用了不

迹，精确表述外科医生手术过程中的视觉关注点，从而深入

少组合模型。比女ｌｌｉ．Ｊｌｌ练腔镜下胆囊摘除术，Ｓ．ｓＲＬ采用将动

地研究医生的警觉力（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和眼手配合能力（Ｅｙｅ－ｈａｎｄ

物的肝脏和胆囊放置于标准外科训练盒内，既可以使医生获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研究发现：在警觉力方面，年轻医生的视觉

得最大视觉与触觉的真实感，而且极大地降低了训练成本。

过分关注于术野，很容易形成单一视觉，忽略观察患者的生

在单孑Ｌ腹腔镜手术（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ｒ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和经

命体征；而经验丰富的医生则常会习惯性的环视术野以外的

自然腔道内镜手术（ＮＯＴＥＳ）的技能训练课程中，组合模型

区域，提前发现患者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行为对手术安全是

都被采用Ｌ１“。

非常重要的［１ ｓ］；在手眼配合方面，年轻医生眼球运动常追随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３Ｄ打印模型也是解决训练可重复性的一个方法。比如

器械，而经验丰富的医生通常不太关注器械的位置，而将更

儿童髋关节发育性脱位是一种复杂的髋关节疾病。髋关节

多的视觉点集中于被操作目标，比如需要结扎的血管，或需

脱位后，髋臼和股骨近端所发生的病理改变非常复杂。以往

要缝合的组织等［１“。了解这些差别之后，ＳＳＲＬ开始不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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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ｏｎ ｔｈａｎ

观地表述外科技能的行为学表现，也可以更深入地监测技能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ｓ

训练的效果，甚至引领和改进训练模式。

ｏｐｅ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０１，１５（１０）：１２０４—１２０７．

ｒ－５１

五、训练团队化
长期以来，外科技能训练非常强调个体化，但是一台外
科手术很少能由一名外科医生单独完成，因此外科训练必须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Ｚｈｅｎｇ Ｂ，Ｃａｓｓｅｒａ

ＭＡ，Ｍａｒｔｉｎｅｃ ＤＶ，ｅｔ ａ１．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ａｓｋｓ［Ｊ］．Ｓｕｒｇ 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１０，２４（１）：４５—５０．
［６１

Ｐｅｔｅｒｓ

ａ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Ｈ，Ｆｒｉｅｄ ＧＭ，Ｓｗａｎｓｔｒｏｍ ＬＬ，ｅｔ
ｏｆ

团队化。腹腔镜手术时，助手扶持腹腔镜，相当于主刀医生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的视野由助手来控制，那么术者与助手间的默契合作就更为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重要，因此腹腔镜手术的眼手配合训练，必须涉及术者和助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口］．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００４，１３５（１）：２１－２７．
［７３

手间的团队训练。基于此，ＳＳＲＬ研发了第一台微创手术的

Ｓａｃｈｄｅｖａ

ＡＫ．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ｉ

ＫＡ

ＣＡ，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ｕｒｇｉｃａ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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