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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弓丝矫治器自动制备成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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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的口腔正畸临床治疗中，弓丝矫治器主要依赖于正畸医师手工弯制来完成，这不仅要

求医师有长时间的训练过程，同时难以达到理想的个性化及精度要求，也增加了患者复诊次数及椅旁

等待时间。据此，我们研发机器人系统来实现自动化的正畸弓丝矫治器制备。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是，弓丝材料的高弹性引起的回弹现象严重影响了弓丝矫治器的成形精度。因此，提出一种基于过弯

预补偿模型和回弹力在线检测的过弯补偿方法，来消除弯制过程中的弓丝回弹现象。该方法首先通过

一个自行设计的弯制回弹装置测量回弹前后的角度差，并将回弹后的角度作为目标成形角，以此建立

成形角过弯量预补偿模型；然后通过力传感器进行弓丝回弹力在线检测，建立基于零力状态判断的自

动弯制控制方法。上述方法在所研发的弓丝弯制机器人系统中进行弯制实验测试。结果表明，它能够

最大限度地减小回弹效应，实现满足临床精度要求的正畸弓丝自动弯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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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orthodontic treatment, archwire preparation is performed by orthodontists manually. 
This manual pattern not only requires long time trainning of the clinicians, but also can not ensure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 of customization and accuracy. It also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office visits and long 
chairside time. Thus, an archwire bending robotic system aiming to perform this task automaticall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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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传统的口腔正畸临床治疗中，弓丝矫治器
主要依赖于正畸医师手工弯制来完成[1]，这不仅

要求医师有长时间的训练过程，同时还难以达到

理想的个性化及精度要求，增加了患者复诊次数

及椅旁等待时间[2]。因此，机器人系统希望实现

弓丝矫治器制备的自动化及个性化[3-5]，但在研

发这些自动化正畸弓丝矫治器制备机器人系统过

程中，一个难点问题是：如何解决弓丝材料的高

弹性引起的回弹对弓丝矫治器成形精度的严重影

响。这是因为弓丝材料具有高弹性，弓丝的弯制

是一个金属的折弯成形过程，弓丝的弯制成形精

度严重依赖弯制过程中对弹性回弹效应的控制。

  目前对弯制过程中弹性回弹效应的研究主要
有理论计算和有限元分析两种思路。采用理论计

算的方法对一般金属丝变形过程进行了分析[6-8]：

基于经典材料力学理论，建立金属丝弯制计算模

型以得到弯制变形与弹性回弹量之间的关系。在

相关研究基础上，针对具体的正畸弓丝弯制应用

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套正畸弓丝弯制回弹理论

计算模型，并在机器人弯制系统中进行了初步的

尝试[9,10]。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正畸弓丝材

料的属性、弯制条件的不一致性等因素，单单采

用所提出的理论计算模型控制回弹效应不可避免

地存在较大误差。而且建立一个通用的、适用于

所有弯制条件的理论计算公式往往非常困难。采

用有限元方法[11-13]，期望建立弯制应力与弹性回

弹之间的有限元分析关系，进而准确计算一定弯

制条件下的回弹特性。对于已知条件的弯制过

程，该方法具有很好的预测精度，但有限元分析

在解决理论计算对弯制条件考虑不周全的同时将

问题复杂化了。不仅参数设定复杂、计算耗时，

而且多数情况下，对于商业成品弓丝，获取其准

确的材料属性参数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都限

制着有限分析方法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应用。

  如何做到理论计算模型对弯制过程可预测性
的同时兼顾考虑材料属性、弯制条件等差异性因

素影响，但又不使计算方法过于复杂，是研发正

畸弓丝矫治器制备机器人系统[14]的一个难点问

题。其关键在于亟需建立一套实用的正畸弓丝弯

制回弹计算方法来实现对弹性回弹效应的控制。

为此，本文研究提出一种基于过弯预补偿和回弹

力在线检测的两步式弯制成形控制方法。在第一

步中，针对一类弓丝通过简易回弹测量试验快速

建立初步的过弯预补偿模型；在第二步中，通过

developed. The springback effect caused by high elasticity of material affects the accuracy of bend forming. In 
this paper, a compensation method based on an overbend prediction model and an online force detection was 
presented to eliminate the springback effect of archwire. This method contains two steps. Firstly, an overbend 
predic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predict the overbend allowance of a target angle, based on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 of two angles measured by a self-designed instrument and taking the angle after springback as the 
target angle. Secondly, a force-based bending control algorithm was designed to detect the defi ned zero-force 
state using a force sensor to online measure the force at a given target angle. Finally, bending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elf-developed orthodontic archwire bending system.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compensation method can eliminate springback effect to minimum and accomplish the preparation of clinical 
required orthodontic archwire. 

Keywords orthodontic archwire; automatic preparation; springback; overbend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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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弯制回弹力在线检测准确判断回弹效应过程并

作出自动弯制补偿。

  本论文内容将按如下逻辑组织，第二部分分
析弓丝弯制回弹效应及过弯制策略；第三部分建

立过弯预补偿模型，第四部分给出了基于过弯预

补偿模型的回弹力检测自动弯制补偿算法；第五

部分对所提出的成形方法在已开发的硬件系统中

进行弯制实验，并对弯制结果进行测量分析；最

后，第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

2 弓丝弯制回弹效应及过弯成形

  正畸弓丝弯制作为金属折弯工艺的一种应
用，与金属折弯工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弓丝弯

制成形操作如图 1 所示：通过弯制钳头夹持弓丝
施加弯制力，强迫弓丝发生变形。由材料力学可

知，金属材料的变形分为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

其中，弹性变形的重要特征是其可逆性，即受力

后产生变形，载荷卸除后变形消失；而塑性变形

则是不可恢复的[15]，金属只有在发生塑性变形时

才能实现所需各种形状、尺寸的金属制品的加工

成形。

 

图 1 弓丝弯制操作

Fig. 1 Operation of bend forming

  如图 2 所示，对于不锈钢材质的正畸弓丝，
冷作成形弯制一般是处于弹塑性变形阶段。当弯

制力撤去后这部分弹性变形会被释放，造成弓丝

的最终成形角 αf 比预先设计的弯制角 αi 小，这
种现象一般称为弹性回弹效应。

  解决回弹效应的一般策略是执行过弯操作。
从回弹分析过程逆向来看，如果以回弹后的成形

角 αf 作为期望弯制角，初始弯制操作是将弓丝弯
制到一个更大角度 αi 的，最后实现过弯量对回弹
量的补偿。对于图 2 所示的弯制过程，定义回弹
率 ks 来衡量不同条件下弓丝的回弹程度，ks 的表
达式为：

                                   (1)
当弯制存在回弹现象时，0＜ks＜1。回弹率 ks 除
与弓丝材料属性有关，还与弯制操作方式、初始

弯制角、弯制半径等有关[16]。由过弯操作过程，

我们不难得到过弯量的表达式为：

                    (2)
  αf 作为期望弯制角，也是过弯成形操作时的目
标角，我们一般化式(2)得到过弯量计算公式为：
                            (3)
  因而对于不锈钢材质正畸弓丝的冷作成形弯
制，采用过弯成形方法的关键在：如何建立如式

(3)关于目标成形角度过弯量预补偿模型。

3 过弯预补偿模型

  本文采用的正畸弓丝自动弯制系统执行弯制
操作如图 3(a)所示，弯制手爪和夹持手爪相互配
合实现如同正畸医师的弯制成形动作。本文提出

采用实验方法建立过弯预补偿模型，以获取目标

成形角度初步的过弯量预测值。

  运用等效实验原理设计了如图 3(b)所示的弓
丝弯制回弹角测量仪。进行弯制测试实验时，该

装置中部设置有正畸钳安装机构，右侧设置有弓

图 2 弓丝回弹效应

Fig. 2 Springback effect of arch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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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夹紧装置，通过对某类型不锈钢弓丝，并使用

与自动弯制系统类似特征的正畸钳头，重复进行

弯制实验，记录弯制角度和实际成形角度。

(a) 弓丝自动弯制操作               (b)自行设计的弓丝回弹测量仪

图 3 弯制回弹角等效测量原理

Fig. 3 Mechanism of equivalent measurement of 

springback angles 

  针对本文将采用的 0.017 inch×0.022 inch 的
不锈钢弓丝，选取 Kim 正畸钳的 1 mm 半径头
进行弯制成形测量试验。弯制测量范围从 0°到 
200°并以 5°的步长进行，得到的原始测量数据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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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弯制实验测量数据点

Fig. 4 Measuring points from bending experiment

  对原始数据点进行曲线拟合得到弓丝弯制回
弹角数据曲线如图 5(a)所示，由式(3)可得到目
标成形角度的过弯量预补偿模型如图 5(b)所示。
  采用此方法可快速得到目标弯制环境下任意
弓丝成形角的过弯预补偿模型。在自动弯制系统

中，通过查表法建立了图 5(b)模型的过弯量自动
获取程序。对于任意的目标成形角 θ，过弯预补
偿模型将会给出一个过弯量建议值，指导机器人

进行弯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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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目标成形角度的过弯量

图 5 过弯预补偿模型

Fig. 5 Overbend precompensation model

4 回弹力检测自动弯制补偿

  过弯预补偿模型要求弯制条件具有一致性，
如弓丝材料属性、弯制半径以及弯制力等。在实

际运用中，预补偿模型与实际操作场景不可避免

地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已建立的过弯预补偿模

型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回弹力检测自动弯制补偿

方法，来实现一种两步式的弯制成形控制。

  如图 6 所示，在弓丝弯制钳头对弓丝进行弯
制操作过程中，弓丝变形抗力作用在钳头，并与

机器人主动施加的弯制力矩形成一对平衡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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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丝弯制至过弯角度，即期望成形角与过弯补偿

角之和时，弯制系统执行回弹操作。由金属材料

的变形机理可知，在回弹过程中，弓丝弹性变形

所带来的回弹抗力是单调减小的。当弹性变形完

全恢复时，塑性变形对弓丝产生的永久变形将形

成最终的弓丝成形角度。因而在回弹过程中必定

存在一个回弹抗力的极小值，我们定义此时的弓

丝变形阶段是处于一个零抗力状态角位置(Zero 
Force Angle，ZFA)，即弹性变形消失时刻。因而
本文在弯制末端执行器法兰处安装力传感器，实

现对钳头与弓丝间接触力的实时检测。

 

 Mb

Ma 

图 6 回弹力检测原理及机构实现

Fig. 6 Force detection of springback and its mechanism 

realization

  基于上述分析，当检测得到的零状态角与期
望目标成形角度一致时，我们认定弓丝成形到

位，回弹效应基本消除。否则，弯制系统将通过

再次的过弯操作迭代，最终实现成形角度与目标

角不断趋近的。因而我们不难得到，基于回弹力

检测的自动弯制补偿控制的终止判据为：

                  (4)
其中，θ 是期望的目标成形角度；θ'  是 ZFA 位置
的成形角度；∆F(θ)是一个弯制回弹力的检测极
小值，与弯制成形角和传感器的灵敏度有关；ε 
是成形角度的弯制成形允许误差。

  基于回弹力检测弯制终止判据，采用的自动
弯制补偿策略是：过弯操作迭代直到 ZFA 位置与
目标成形角在精度范围内。该过程框图如图 7 所
示。回弹力检测弯制控制策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

操作步骤：

  (1)过弯预补偿。对于一个期望的成形角 θ，
预补偿模型将根据弯制系统的弯制配置以及弓丝

状态，计算出过弯量建议值。自动弯制系统将根

据此过弯预补偿值执行弯制操作，弯制弓丝至一

个修正角度 θb＝θ＋∆θ。
  (2)ZFA 状态检测。在过弯制成形到修正角
度后，力传感器会读取当前位置回弹抗力的数

值，并根据回弹抗力的方向判断当前状态是欠成

形或是过成形，并由此决定返回方向。弯制系统

将会按照弯制操作路径进行返回，在此期间力传

感器不断读取回弹抗力的数值，直到回弹力满足

设定的 ZFA 较小值判据。此时，根据机器人的
关节状态可以快速获取当前弓丝的实际成形角度 
θ'。根据目标成形角度和实际成形角度对当前弯
制操作结果进行判断。

  (3)弯制迭代。如果实际的成形角度 θ' 与期
望成形角 θ 在误差范围内，标记此次弯制操作完
成；否则，弯制系统需要根据当前的实际成形角 
θ' 重新执行折弯操作。
  本文提出的基于预补偿模型和回弹力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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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回弹力检测自动弯制控制策略

Fig. 7 Strategy of force dection bending control for 

auto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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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自动弯制控制方法适用于以旋转弯制方式实

现弓丝成形的任一机器人系统。该弯制控制算法

实现的伪代码如表 1 所示。
表 1 预补偿模型和回弹力检测弯制控制

Table 1 Automatic bending control based on overbend 

precompensation model and force detection

算法中，d_ang le  是期望的目标成形角度；
p_config 是弯制系统的弯制钳头配置；c_angle 
是弯制回弹过程中的中间成形角；nc_angle 是
执行弯制迭代时的最新弓丝状态；Done  是单
次弯制操作结果状态标识；robot_move()和
robot_return().zeroP()是与实际弯制硬件系统相
关的机器人弯制操作动作，实现实际的机器人弯

制动作执行。

5 实验结果及讨论

  本文主要是针对在口腔正畸弓丝弯制系统开
发过程中遇到的弹性回弹效应控制问题开展研

究。因而为验证提出的基于预补偿模型和回弹力

检测的两步自动弯制控制方法，将其集成在已开

发的正畸弓丝自动制备机器人系统[17]中。该弯制

系统如图 8 所示。弯制系统由一台六自由度工业
机械臂以及一副自行设计的正畸弓丝弯制末端执

行器[18]组成。机械臂可重复定位精度±0.03 mm。
系统运行时，在机械臂的驱动下弯制末端执行器

能够执行协调的弯制操作动作，同时机械臂能够

提供主动弯制单元足够的弯制力、运动精度以及

灵活的弯制运动空间。

 

图 8 口腔正畸弓丝弯制机器人系统

Fig. 8 Robot system for orthodontic archwire bending

  为验证弯制成形控制算法的有效性，在弯制
系统中进行了两类实验：特征角弯制成形和完整

弓丝矫治器的弯制成形。

5.1 特征角度弯制实验结果

  组成正畸弓丝的基本元素是功能曲，功能曲
的弯制是从原始的直弓丝通过一系列的特征角弯

制实现成形。常见弓丝特征角有 15°、30°、 
45°、60°、90°和 180°。弯制系统采用本文
提出的弯制控制算法，对每一个特征角进行 20 
次的重复弯制实验，测量其实际的成形角度并统

计实验结果。

  由于目前临床上尚未建立完整的正畸弓丝弯
制成形精度评价体系，在对本文的结果进行精

度评价时，我们结合临床弓丝制备操作和制备

工具[19]的特性以及临床医师咨询，设定弯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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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角成形精度为±1.5°。为此本文选用均值
和误差分布区间作为分析评价指标。其中，均值

误差衡量实际成形角度与目标成形角度的趋近程

度；误差分布衡量结果的离散程度。

  特征角弯制实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弯制
结果均值最大偏差小于 2%，最大分布区间小于
±1.4°。弯制结果较大分布区间发生在特征角度
范围两端处。因而目标弓丝矫治器上含相应角度区

间的特征曲弯制精度将对目标弓丝成形影响较大。

表 2 特征角弯制实验结果

Table 2 Bending Results of six characteristic angles

5.2 弓丝弯制实验结果

  选取如图 9(a)所示类型弓丝作为弯制实验的
目标弓丝，该弓丝由一系列第一阶序列曲和第二

阶序列曲组成。其中第二阶序列曲包括两组垂直

加力曲，第一阶序列曲组合则形成最终的牙弓形

状。在弯制系统中对目标弓丝进行了 20 次重复
弯制实验，其中之一的弯制成形弓丝及关键评价

参数如图 9(b)所示。目标弓丝牙弓开口宽度 D0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弓丝成形角的累计误差。

  目标弓丝 D0 的设计参数为 50 mm，实验测
得的 D0 分布范围为[48.2, 52.3] mm。对于特征
功能区，其成形精度将直接影响正畸力加载。对

于垂直曲，其关键参数是特征曲高度 H1 和宽度 
T1。目标弓丝曲高度 H1 和宽度 T1 的设计参数为 
6 mm 和 2 mm。实验测得的 H1 分布范围为[5.7, 
6.5] mm，T1 分布范围为[1.8, 2.3] mm。其中部
分参数呈现一定的误差，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

面：(1)由于目前弯制系统采用功能曲顺序弯制
策略，目标弓丝牙弓开口宽度 D0 存在弓丝成形
角累计误差，下一步将回弹补偿方法与弯制规划

策略结合，实现分段控制；(2)自行设计加工的
第一代弯制末端执行器尚存在系统误差，目前已

完成第二代弯制末端执行器的结构优化设计，将

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高目标弓丝的弯制成形

精度。

5.3 本方法的优越性

  目前已有报道的正畸弓丝弯制回弹补偿方法
主要包括理论计算[6-10]和有限元分析[11-13]两类，

但都属于离线预测方法，实际的弯制过程仍为开

环控制。本文首次提出基于过弯预补偿和回弹力

在线检测的两步式弯制成形控制方法。在第一步

中，任一类弓丝通过简易回弹测量试验快速建立

初步过弯预补偿模型；在第二步中，通过对弯制

回弹力在线检测准确判断回弹效应过程并作出自

动弯制补偿。与已有方法相比，本方法实现理论

   (a) 目标弓丝                                                                                  (b) 弯制成型弓丝及评价参数

图 9 弓丝弯制实验

Fig. 9 Archwire preparation experiment 

H1

T1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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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对弯制过程可预测性的同时，也兼顾到

材料属性、弯制条件等差异性因素影响，但又不

使计算方法过于复杂，能够应用于实际的正畸弓

丝矫治器制备机器人系统，提高弯制成形精度。

实验结果表明，本方法能够提高特征功能曲弯制

成形精度，实现功能曲关键参数在±1 mm 范围
内，其中 D0 参数误差在±2.5 mm 范围内(等效误
差率在 5% 左右)，明显优于已有方法[9,10]中 15% 
的成形误差率。

6 结 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过弯预补偿和回弹力在线
检测的两步式弓丝自动弯制回弹补偿弯制控制方

法，以针对性解决口腔正畸弓丝矫治器制备机器

人系统开发时遇到的弹性回弹效应问题。该方法

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通过一个自行设计的弯制回

弹装置测量回弹前后的角度差，以建立成形角过

弯量预补偿模型；然后通过力传感器进行弓丝回

弹力在线检测，建立基于零力状态判断的自动弯

制控制方法。上述方法在所研发的矫治器制备机

器人系统中进行弯制实验测试，结果表明它能够

最大限度地减小回弹效应，实现满足临床制备要

求的正畸弓丝自动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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