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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辅助腹腔介入治疗的空间运动约束及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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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描述了机器人辅助腹腔介入治疗中的手术规划模型和虚拟夹具（VF）方法，研究了引导型和障碍型两
类虚拟夹具的空间运动约束生成方法以及基于导纳控制的综合控制策略．通过建立引力势场和参考方向实现了对控

制对象的引导，通过建立斥力势场实现了空间避障（如腹腔内血管及肋骨），从而为手术器械的运动及定位提供了

有效的辅助作用．VF的刚度系数可以调节空间运动约束的苛刻程度．单个 VF和腹腔 3维空间中多个 VF的仿真实
验验证了空间运动约束和控制算法的有效性．本文的方法适用于类似的遥操作和人机协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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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Motion Constraints and Control Strategy for
Robot-assisted Celiac Intervention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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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urgical planning model and the virtual fixture (VF) approach to the robot-assisted
celiac interventional therapy. We introduce the spatial motion constraint generation method for two categories of VFs, i.e.
guidance VF and forbidden-region VF, as well as an integrated admittance control strategy. The controlled object is guided
by the attractive potential field and reference direction, and avoids the obstacles, i.e., ribs and intraperitoneal vessels, by
the repulsive potential field, in order to assist the mo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al instrument. The stiffness of a
virtual fixture can be used to adjust the degree of rigorousness of the spatial motion constraint. Simulations of a single VF and
multiple VFs in the celiac 3-D environment are executed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spatial motion constraints and control
algorithms.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applicable to some similar teleoperation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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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介入治疗是在医学影像的引导下，将特制的精

密医疗器械引入人体，对体内病态进行诊断和局部

治疗的微创治疗手段 [1]．腹腔介入治疗通常在 2维
超声影像的监控下进行，但其手术作业空间是一个

复杂的 3维环境，因此要求医生根据医学影像在大
脑中构建患者腹腔 3维环境，从而做出判断，确定
器械介入的路线．

机器人辅助介入治疗系统通过分析医学影像信

息，采用 3维重建技术，为医生提供直观的 3维影
像导航 [2]．但是由于介入治疗中手术器械运动范围

狭小、可视空间有限、缺乏接触反馈，在 3维导航环
境中需要医生根据环境中的诸多细节反复判断和修

正以完成最佳定位并且避免碰撞．因此研究合适的

方法辅助医生在手术规划中进行判断，提高操作能

力，降低医生的作业负担是机器人辅助腹腔介入治

疗系统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其他类型手术中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并已开展了

初步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一般都基于“虚拟夹具”

（VF）进行．VF是一种提高操作者能力的方法，由
Rosenberg[3] 在 1993年提出并被应用于遥操作和人
机协作任务 [4-6]，一般用来生成空间运动约束或向操

作者提供反馈．Park等 [7] 基于 ZEUS手术机器人系
统在心脏手术中建立“虚拟墙”来阻止器械进入特

定区域，通过模拟实验证明了“虚拟墙”可以有效缩

短操作时间和提高成功率．Li等 [8] 针对内窥镜鼻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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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采用优化的方式对基于解剖模型的 VF的空间
运动约束进行了研究．Ren等 [9] 针对心脏跳动下的

微创手术采用势场力作为反馈进行了动态 VF的研
究．这些已有研究一般都针对单一空间对象（如鼻

腔骨骼或心脏表面）进行，而腹腔介入治疗中环境

复杂、对象众多（如图 1），需要分别考虑各自的运
动约束并实现综合作用．

图 1 腹腔介入治疗手术规划环境

Fig.1 Surgical planning environment for celiac interventional
therapy

本文研究了腹腔介入治疗手术环境中存在的典

型 VF 的空间运动约束生成方法和综合控制策略，
仿真实验验证了空间运动约束和控制算法的有效

性．本文的方法也可应用于类似的遥操作和人机协

作环境．

2 问题描述（Problem description）
2.1 机器人辅助手术规划物理模型

机器人辅助腹腔介入治疗的手术作业空间为 3
维空间，手术规划对象可以描述为

{PPPA,PPPB} ∈ R3×R3 (1)

这是一个 6 维对象，其中 PPPA 表示皮上穿刺点

的空间位置，PPPB 表示目标病灶靶点的空间位置，PPPA

到 PPPB 间的连线即所规划的进针路线．因此完整的

手术规划中需要用户提供 6维输入．
一般的机器人辅助腹腔介入治疗手术的规划过

程如下：(1) 术前规划：医生在 3 维导航环境里控
制规划对象在手术作业空间中运动以寻找医生认

为的最佳进针路线，当医生确定进针路线后规划完

成；(2)术中规划：医生在 3维导航环境里控制手术
器械运动，机器人跟据医生的实时输入将手术器械

定位到术前规划的进针路线后实施穿刺，对于某些

病例，医生还需要根据手术情况在术前规划的进针

路线附近对实际进针路线进行在线调整．

2.2 腹腔介入治疗中的虚拟夹具

腹腔介入治疗中的手术规划需要满足诸多要

求，这些要求大大增加了医生的操作难度，如皮上

穿刺点应位于患者局部体表上，进针路线应避开肋

骨和重要血管，同时尽可能采用最短路线以实现最

佳治疗效果和最低创伤等等．这些问题在手术规划

中都可以通过 VF来解决．一般来说，VF可以分为
两大类 [10-11]：引导型虚拟夹具（GVF）和障碍型虚
拟夹具（FRVF）．GVF可以引导机器人向期望目标
或沿期望路径及表面运动，同时可以降低对用户输

入的需求；FRVF 的作用是阻止机器人进入障碍区
域，避免出现碰撞等不合法的运动．一般来说，患

者体表、病灶中心和最短进针路线等等可通过相应

的 GVF来发挥约束作用，而肋骨和重要血管则通过
FRVF来发挥约束作用．

VF的空间运动约束可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例
如 GVF 可以通过生成引导势场或提供参考运动方
向实现，而 FRVF可以通过生成斥力势场或实时碰
撞检测实现．实际采用的形式需要根据当前 VF的
具体属性、作业环境特点、系统性能要求等综合因

素确定．VF具有刚度系数 ws ∈ [0,+∞)，反映该 VF
施加的运动约束的苛刻程度，当 ws = 0时该 VF失
去约束作用，ws 越大则约束越苛刻．在复杂环境中，

对于不同的 VF，可以设定不同的刚度系数值和上
限，使各类约束协调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VF 是面向任务的空间运动约
束，腹腔介入治疗中的 VF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
不同任务作业中，如分别在术前规划和术中规划

中，VF的分布和存在形式也有所不同．

3 空间运动约束生成（Generation of spatial
motion constrains）
本节对机器人辅助腹腔介入治疗中普遍存在的

典型 VF进行分析（通过右上标进行区分），同时针
对不同约束的特点建立特定的空间运动约束模型．

由于实际临床中个体和病况的独特性，针对不同的

介入治疗病例，可能还存在具有其他作用的 VF，但
这些 VF的空间运动约束均可采用本节方法生成．
3.1 病灶中心 VFtumour

病灶中心 PPPC ∈ R3 即手术规划中目标病灶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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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位置，通常在机器人辅助手术规划的前期工

作中确定，其具体过程如下：首先系统根据病灶的

超声扫查影像对病变组织进行 3维重构并计算出病
变组织的重心，然后医生参考重心位置、手术经验

和患者特点确定对病变组织实施治疗的最佳位置，

将这一位置记录为病灶中心 PPPC．此时，目标病灶靶

点 PPPB 的位置也随之确定，则 VFtumour 的空间运动约

束为：

PPPB = PPPC (2)

前期工作确定了 PPPC 之后，机器人辅助手术规

划中将 PPPC 看作不动点，因此式 (1)完成了目标病灶
靶点的规划．不施加任何 VF的手术规划中用户需
要提供 6维的输入信息，引入 VFtumour 之后，用户只

需要规划皮上穿刺点，因此 VFtumour 可将用户输入

从 6维降为 3维．
3.2 局部体表 VFbody

通常，腹腔介入治疗术的穿刺区域在 100 mm×
100 mm范围内，人体腹部局部体表在此范围内一般
可以拟合为简单曲面．用曲面 Sbody(XXX) = 0 来描述
局部体表，其中 XXX ∈ R3 是穿刺区域范围内位于曲

面上的点的状态变量．在规划过程中皮上穿刺点应

始终在患者局部体表上运动以确保规划结果的可行

性，因此加入 VFsurface 的约束后，皮上穿刺点 PPPA 需

满足：

Sbody(PPPA) = 0 (3)

根据式 (3)可知，2维输入即可提供足以控制皮
上穿刺点运动的信息．VFtumour 和 VFbody 的结合可

使用户输入降为 2维，用户仅需要控制皮上穿刺点
在体表曲面上运动即可完成术前规划，操作方便且

具有很强的直观性．

除降低了对输入信息的需求外，对于系统输出

端，VFbody 还为皮上穿刺点的运动提供了沿曲面运

动的参考方向．设 PPP ′
A 是当前 PPPA 点到局部体表曲

面 Sbody 的最近点，单位向量 nnnPPP ∈ R3 表示与点 PPP相
关的曲面法线方向，vvvin ∈ R3 表示对 PPPA 的输入运动

速度，则 vvvin 可分解为相互垂直的两个分量之和：沿

曲面切平面的分量 vvvddd
in// 和沿曲面法线方向的分量

vvvddd
in⊥（右下标“//”表示向量沿参考方向 ddd 的分量，
右下标“⊥”表示向量垂直于参考方向 ddd 的分量），
其中

vvvddd
in⊥ = (vvvin ·nnnPPP)nnnPPP, vvvddd

in// = vvvin− vvvddd
in⊥ (4)

VFbody提供的运动参考方向 ddd即为 Sbody的切平

面方向．更一般的，vvvddd
in// 表示 vvvin 中基于参考方向 ddd

的有效成分，而 vvvddd
in⊥表示 vvvin 中的无效成分．

3.3 最短进针路线 VFpreferred

最短进针路线是使皮上穿刺点到目标病灶靶点

距离最短的进针路线，这一距离越短，穿刺针造成

的手术创伤越低，因此在不考虑障碍问题时，最短

进针路线被视为手术规划的最优结果．VFpreferred 的

作用是将控制对象引导到最短进针路线的某个邻

域（称为约束区域）内，其空间运动约束可以通过

建立引力势场的方式体现．用 PPPA n 和 PPPA n+1 表示皮

上穿刺点的当前空间位置和下一空间位置，PPPO ∈ R3

表示最短进针路线对应的体表点，d = d(PPP)是点 PPP
到 PPPO 的距离映射函数：当点 PPP位于 PPPO 点时 d = 0，
当点 PPP远离 PPPO 时，d 的绝对值增大．生成引力势场
的空间运动约束为：当 PPPA n 在约束区域外时，

|d(PPPA n+1)|< |d(PPPA n)| (5)

根据对引力势场特性的要求，本文所采用一般

化引力势场函数为 [9]

f (PPP) =
1
2

(
1− e−(d(PPP)/δ )2γ

)
(6)

其中 δ 和 γ 为势场参数．当 d = 0时，位势值为 0；
当点 PPP远离约束基准时，位势值趋近于 0.5．δ 控制
了约束区域的大小，γ 控制了位势值随距离 d 变化
的光滑度，势场参数对“位势值—距离”曲线的影响
如图 2所示．

图 2 势场参数对引力势场的影响

Fig.2 The effects of potential field parameters on attractive
potential field

该势场函数在 PPP点的负梯度方向为

GGG(PPP) =−∂ f (PPP)
∂PPP

=−∂ f
∂d

∂d(PPP)
∂PPP

(7)

则 PPP点所受的势场力为

FFFPPP = f (PPP)
GGG(PPP)
‖GGG(PP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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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取

d(PPP) = ‖PPPO−PPP‖ (9)

则负梯度方向的计算可以简化为

GGG(PPP) = PPPO−PPP (10)

3.4 预规划参考目标 VFpredefined

在手术规划环境中，最短进针路线是作为建议

的优先原则出现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可行，例如它

可能与障碍物发生干涉，因此 VFpreferred 通常应用在

术前规划中引导医生的规划倾向．而相对的，预规

划参考目标则是明确可行的运动目标，需要医生将

规划对象定位到参考目标处，因此 VFpredefined 一般

在术前规划中确定然后应用于术中规划，其约束强

于 VFpreferred．

预规划参考目标一般体现为预规划的皮上穿刺

点 PPPD，从而 VFpredefined 的运动约束为：

‖PPPD−PPPA n+1‖< ‖PPPD−PPPA n‖ (11)

这一约束即为到参考点 PPPD 的运动约束，也可

通过提供运动参考方向的方式实现，其运动参考方

向 ddd 为从当前 PPPA 指向参考点 PPPD 的单位矢量，即

ddd(PPPA) = (PPPD−PPPA)
/‖PPPD−PPPA‖ (12)

对于输入运动速度 vvvin，也可以得到其有效分量

vvvddd
in//和无效分量 vvvddd

in⊥：

vvvddd
in// = h(vvvin ·ddd)ddd, vvvddd

in⊥ = vvvin− vvvddd
in// (13)

其中 h为硬限制函数，约束了有效分量的方向，其
定义为：

h(x) =





x x > 0

0 x < 0
(14)

3.5 空间障碍表面 VFribs 和 VFvessels

腹腔介入治疗手术空间中的障碍物主要有两

类：(1) 病灶上方肋骨：腹腔有一部分被肋骨覆盖，
当病灶位于肋骨下方时，穿刺只能在肋间进行，因

此在手术规划中进针路线必须避开肋骨；(2) 病灶
附近的血管：某些穿刺针会对血管等组织带来损伤，

因此进针时必须避开重要的血管树．手术规划中空

间障碍物被抽象为 FRVF，其空间运动约束可通过
建立斥力型人工势场来实现．d = d(PPP)是点 PPP到障
碍物表面的距离映射函数：当点 PPP位于障碍物表面
时 d = 0，当点 PPP位于障碍物外部时 d > 0，当点 PPP
位于障碍物内部时 d < 0．则生成斥力势场的空间运
动约束为：

d(PPPA n+1) > d(PPPA n) (15)

生成斥力势场的一般化势场函数为 [9]

f (PPP) =
1

1+ eλd(PPP) (16)

其中 λ 为势场参数．当点 PPP远离障碍物时，位势值
趋近 0；当点 PPP 位于障碍物表面时，位势值为 0.5；
当点 PPP位于障碍物内部时，位势值趋近 1．势场参数
λ 控制了障碍物表面附近势场随距离变化的速率，λ
的取值对“位势值—距离”曲线的影响如图 3所示．
在 PPP点，该势场函数的负梯度方向和势场力的计算
公式与式 (7)和 (8)相同．

图 3 势场参数对斥力势场的影响

Fig.3 The effects of potential field parameters on repulsive
potential field

4 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y）
4.1 导纳控制基本模型

由于点 PPPB 不产生运动，病灶中心的刚度系数

wtumour
s = +∞，因此控制策略仅针对皮上穿刺点 PPPA

的运动．用 FFFu 表示用户的输入，对于皮上穿刺点

PPPA，采用的基本导纳控制策略
[11-12]为：

vvvA = kAFFFu (17)

其中 vvvA 为输出的 PPPA 点运动速度，kA 为控制系统对

皮上穿刺点 PPPA 的导纳值．kA 与系统本身有关，通

常由实验确定．

4.2 综合控制策略

基本的导纳控制策略实现了用户输入到控制对

象运动输出之间的传递．综合控制策略基于导纳控

制，针对各类 VF的特点将其约束依次引入到控制
环节中，实现了多种 VF的综合作用．

(1)引入势场力的控制策略
设手术规划环境中一共有 j 个生成势场的 VF，

它们的刚度系数分别为 wi
s，对皮上穿刺点 PPPA 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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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分别为 FFF i，其中 i = 1,2, · · · , j，则引入势场力的
控制策略为

vvvA = kA

(
FFFu +‖FFFu‖

j

∑
i=1

(
wi

sFFF i
)
)

(18)

VFpreferred 等 GVF 生成的引力势场直接对皮上
穿刺点 PPPA 作用，其作用力 FFF i 即为根据式（8）计算
出的 PPPA 点势场力．空间障碍物生成的斥力势场作

用于整个进针路线，因此不能将由式 (8) 计算出的
PPPA 点势场力直接应用到控制策略中．为了计算斥力

势场 i在 PPPA 点的作用力 FFF i，设线段 PPPAPPPB 可以用方

程 LAB(PPP) = 0表达，线段的方向为 nnnAB = PPPA−PPPB，

首先在线段 PPPAPPPB 上寻找第 i个势场的势场力在垂
直于 nnnAB 的方向上分量最大的点 PPPi

max．设 FFF i
PPP 是根

据式 (8)计算出的第 i个势场在点 PPP的势场力，则这
一过程可归结为一个优化问题：

max
PPP

∥∥FFF i
PPP−

(
FFF i

PPP ·nnnAB
)

nnnAB
∥∥ s.t. LAB(PPP) = 0

优化的结果即为 LAB 上的点 PPPi
max，该点所受势

场力在垂直于 nnnAB 的方向上的分量为 FFF i
max，则

FFF i =

∥∥PPPi
max−PPPB

∥∥
‖PPPA−PPPB‖ FFF i

max (19)

(2)引入参考方向的控制策略
令用户输入和势场作用的综合结果为 FFF in，即

FFF in = FFFu +‖FFFu‖
j

∑
i=1

wi
sFFF i (20)

则引入参考方向 ddd 的控制策略为

vvvA = kA
(
FFFddd

in// +
(
1−wddd

s

)
FFFddd

in⊥
)

(21)

其中 wddd
s 为提供参考方向 ddd 的 VF的刚度系数，规定

wddd
s ∈ [0,1]．
对于环境中有多重参考方向引导的情况，先考

虑低维的参考方向，再考虑高维的参考方向．例如

空间运动约束使得皮上穿刺点沿局部体表曲面向体

表预规划穿刺点运动时，设预规划穿刺点的参考方

向为 ddd1，体表曲面的参考方向为 ddd2，令

FFFddd1
in = FFFddd1

in// +
(
1−wddd1

s

)
FFFddd1

in// (22)

右上标代表当前计算所基于的参考方向，则

vvvA = kA

((
FFFddd1

in

)ddd2

//
+

(
1−wddd2

s

)(
FFFddd1

in

)ddd2

⊥

)
(23)

(3)控制策略的修正
修正 1：

由于控制周期的存在，沿曲面参考方向的运动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差，表现为对象点会以微小位

移脱离曲面，此时如果不进行补偿，误差累积最终

将导致对象点远离曲面，空间运动约束失效．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在每个控制周期都对前一周期的误

差进行补偿．设前一周期的皮上穿刺点 PPPA pre 到体

表曲面的最近点为 PPP ′
A pre，则经过补偿修正后

vvvA new = vvvA +wddd
s ·

(
PPP ′

A pre−PPPA
)/

∆T (24)

其中 ∆T 为控制周期．
修正 2：
在预规划参考目标点 PPPD 的参考方向引导下，

当皮上穿刺点 PPPA 进入 PPPD 的邻域，即对于一个小的

正数 ε，有
‖PPPD−PPPA‖< ε (25)

时，为保证参考方向引导的有效性，避免 PPPA 再次远

离 PPPD，规定此时该参考方向的刚度系数 wddd
s = 1并

且对 vvvA 的最大值加以限定，即当 ‖vvvA‖ > ε/∆T 时，
令

vvvA new =
vvvA

‖vvvA‖ ·
ε

∆T
(26)

5 仿真与结果（Simulations and results）
本文的仿真环境中用户的输入设备映射到空间

表面上得到输入点 PPPin ∈ R3，用户输入 FFFu ∈ R3 的计

算方式如下：设控制对象点在当前控制周期的空间

位置为 PPPn ∈ R3，输入点在下一控制周期的空间位置

为 PPPin n+1 ∈ R3，则

FFFu = Fu max · sat
(‖PPPin n+1−PPPn‖

Fu max

)
· PPPin n+1−PPPn

‖PPPin n+1−PPPn‖
(27)

其中 Fu max 为系统设定的最大输入值，即 ‖FFFu‖ 6
Fu max，本文的仿真实验中取 Fu max = 1.5；sat为饱和
函数，定义为

sat(x) =





sgn x, |x|> 1

x, |x|< 1
(28)

5.1 势场作用仿真

(1)引力势场的作用
为了验证引力势场的作用效果，以点在平面上

的运动为控制对象，分别在无势场和有势场时，在

保持用户输入序列 {FFFu}相同的条件下观察控制对
象点的运动轨迹．保持 {FFFu} 相同即保持用户期望
的运动趋势相同，此时引力势场对运动的影响较好

地反映了实际使用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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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引力势场的中心位于 (500 mm,
250 mm)，约束区域半径为 10 mm．无势场（即势场
的刚度系数 ws = 0）时用户输入产生的运动轨迹为
从左至右的正弦曲线；建立势场后，控制对象被吸

引至引力势场的约束区域内；在约束区域内运动轨

迹恢复为原正弦曲线；当控制对象接近约束区域边

缘时再次受到引力作用．当 ws = 3时，势场作用较
强，控制对象无法脱离约束区域；当 ws = 1时，势场
作用较弱，控制对象可以脱离约束区域，但其运动

会受到引力作用．因此，较大的刚度系数可将控制

对象苛刻地限制在约束区域内，用户仅具有在约束

区域内的决策权，而较小的刚度系数可以在保证用

户的全局决策权的前提下，引导控制对象向引力势

场的约束范围内运动．对于最短进针路线 VFpreferred，

由于其势场中心可能会导致进针路线与障碍物发生

碰撞，一般都采用较小的刚度系数．

(2)斥力势场的作用
为了验证斥力势场的作用效果，以空间中的血

管分叉为障碍物，皮上穿刺点 PPPA 在水平面上运动，

在势场的刚度系数 ws = 0和 ws > 0时，在保持用户
输入的轨迹序列 {PPPin}相同的条件下分别观察控制

对象点 PPPA 的运动轨迹．保持 {PPPin}相同是为了反映
在用户持续给出导致碰撞的输入的极端情况下斥力

势场的避障效果．

如图 5所示，病灶中心位于 (500 mm, 250 mm,
0 mm)处，用户输入轨迹（即 ws = 0时的运动轨迹）
为水平面 z = 100 mm上的圆形，血管分叉在病灶中

图 4 不同的刚度系数下引力势场的作用效果

Fig.4 Effects of attractive potential field with different stiffness
coefficients

(a) ws = 0 (b) ws = 0.25

(c) ws = 1 (d) ws = 2

图 5 不同的刚度系数下斥力势场的作用效果

Fig.5 Effects of repulsive potential field with different stiffness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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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水平面之间，PPPA 沿输入轨迹运动时进针路线会

和血管产生碰撞（图 5(a)）．当 ws = 1 和 ws = 2 时
PPPA 的运动轨迹可以使进针路线成功避开血管（图

5(c)、(d)），且 ws 越大，安全性越高，但用户的可控

范围也随之缩小；当 ws = 0.25时斥力过小，避障失
败，PPPA 的运动轨迹仍然导致进针路线与血管发生碰

撞（图 5(b)）．刚度系数的选择与环境中障碍的相对
空间位置等因素有关，一般通过实验并结合经验即

可确定．

5.2 预规划参考目标作用仿真

以点在平面上的运动为控制对象，用户控制输

入设备将控制对象点定位到参考目标点处，预规划

参考目标点位于 (500 mm, 250 mm)，取 ε = 0.5 mm，
参考方向的刚度系数分别为 0、0.8和 1时参考目标
点附近的轨迹曲线如图 6所示．可见，空间运动约
束的存在使定位更加高效和精确，同时降低了因输

入设备分辨率局限引起的运动轨迹不光滑现象．

5.3 综合环境下自由运动仿真

本节建立了一个典型腹腔穿刺手术作业 3维环
境，包括了病灶中心、局部体表、一个主血管分叉和

一个肋间（两根肋骨），如图 7(a)所示，用户通过控
制皮上穿刺点在局部体表曲面上的运动来规划进针

路线．在仅考虑病灶中心和局部体表以降低输入维

图 6 不同的刚度系数下参考目标点的作用效果

Fig.6 Effects of reference target with different stiffness
coefficients

(a)仿真腹腔环境 (b)无约束轨迹

(c)约束轨迹 (d)局部放大图

图 7 综合环境下的自由运动效果

Fig.7 Effect of freehand motion in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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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情况下，用户在此环境中自由控制运动得到 PPPA

的运动轨迹和进针路线，如图 7(b)所示，其中进针
路线与障碍产生多处碰撞，说明自由规划难以得到

合理进针路线．在引入血管分叉和肋骨等 FRVF后，
在 {PPPin}保持不变情况下运动轨迹和进针路线如图
7(c)、(d)所示，该轨迹成功地被约束在合理的规划
范围内，同时该轨迹中 PPPA对局部体表曲面进行了良

好的跟踪，当体表曲面参考方向的刚度系数 wddd
s = 1

时其跟踪误差如图 8所示．

图 8 局部体表曲面跟踪误差

Fig.8 Following errors to a local human body surface

6 结论（Conclusion）
本文分析了腹腔介入治疗中的手术规划模型和

虚拟夹具，研究了引导型虚拟夹具和障碍型虚拟夹

具的空间运动约束生成方法和基于导纳控制的综合

控制策略，通过建立引力势场和参考方向实现了对

控制对象的引导，通过建立斥力势场实现了空间避

障，对介入治疗手术提供了有效的辅助作用．本文

的方法在类似的遥操作和人机协作环境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潜力．多个仿真实验验证了空间运动约束和

控制算法的有效性．为了适应临床应用，下一步工

作包括将本文的方法应用到基于实际解剖学模型的

空间对象上，以及在控制算法中考虑关节运动范围

限制等穿刺机器人本体约束，提出针对具体手术作

业任务的完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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