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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折展与变刚度特征的 NOTES 手术器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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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腔道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具有恢复快、创伤小、疼痛轻等优点，在临床应
用潜力巨大。为适应人体复杂腔道环境，NOTES 中常采用长器械臂为手术工具提供通路及支撑。现有的器械臂往往尺寸较
大且刚度低，不能满足 NOTES 的要求。提出一种可折展、变刚度的器械臂，采用编织结构作为骨架实现径向折展，同时借
助包覆在编织结构交叉点处的热熔胶实现刚度调节。建立了器械臂的数学模型，得到了柔态和刚态下的刚度解析表达式。试
验结果表明，通过加热及冷却热熔胶，器械臂可以实现刚柔两态转化，其刚度比接近 20，并且转换时间小于 30 s，同时可以
实现约 2 倍的径向展开比。
关键词：自然腔道手术；编织结构；可变刚度；展开比；器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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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loyable Manipulator with Tunable Stiffness for 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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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 has great potential in clinical applications due to its shorter and
better recoveries, less trauma and postoperative pain compared with open surgery. In NOTES, a long manipulator is always placed
through a tortuous human orifice to create a channel for surgical instruments and provide support when they are operated. Currently most
manipulators have a large profile and low stiffness, and therefore are not abl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OTES. A new deployable
manipulator with tunable stiffness is proposed. The manipulator takes a braided structure to achieve radial deployment/folding, whereas
hot melt adhesive is placed at the intersection points of the structure to adjust its stiffness. A mathematical model is built to calculate the
stiffness in the rigid and flexible states, respectively.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y heating and cooling the adhesive, a flexible
and a rigid states are achieved, and the ratio of bending stiffness in the rigid state to that in the flexible state reaches around 20. The
stiffness switch is complete in less than 30 s. In addition, a deployable over folding ratio of around 2 is also achieved.
Key words：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braided structure；tunable stiffness；deployment/folding ratio；manipulator

0 前言*
微创手术(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MIS)是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90293, 51575377)。20180117 收到初稿，
20180425 收到修改稿

过病人体表的微小切口或自然腔道，利用细长的手
术工具探入人体内进行手术操作[1]。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微创手术模式也经历着由腹腔镜手术到单
孔手术，再到自然腔道手术(Natural orifice trans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的术式革新[2]。与传统手
术相比，微创手术具有创伤小、疼痛轻、恢复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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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腹腔镜手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中 [3-4]。而
NOTES 能够实现无瘢痕手术，使得微创手术的优点
进一步扩大[4]，因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目前 NOTES 尚有很多技术难题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导致其未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其中一
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手术工具。在 NOTES 中，需
要先将一个中空的长器械臂沿人体自然腔道伸入体
内到达病灶处，再将末端手术工具沿器械臂内腔进
入体内固定在器械臂末端进行相关手术操作。因此
器械臂的两个主要功能是为末端工具进入体内提供
通道和为末端工具的操作提供相应的固定支撑。前
者要求器械臂内部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含末端工
具，后者要求器械臂自身必须具备较大的刚度。然
而基于内窥镜的器械臂为了能安全顺利进入和离开
病人弯曲的自然腔道，要求其外径尺寸尽量小而且
结构具有相当的柔性。由此可见器械臂在进出自然
腔道和实施手术的两个过程中存在着刚度矛盾和尺
寸矛盾。
对于刚度矛盾，传统刚性手术工具因其不具备
可变形的功能而无法适应复杂的人体腔道；而柔性
工具[5-8]刚度不足，导致器械操作力不足，且缺乏稳
定性，精度难以保证[4, 9]。手术过程中采用具有可变
刚度的器械臂是解决手术器械刚度矛盾的有效方
法 [2, 4, 10]，目前已有多种变刚度机制被提出：① 利
用磁流变和电流变材料实现刚度转变。这种材料已
被应用于机器人领域中[11-12]，但是其刚度较小，难
满足 NOTES 需求[10]；② 通过增大丝张紧力，增
加结构单元间摩擦力也可以提高结构刚度[5, 9]。但
是其要求结构具有较高强度承受丝的张力，因此很
难制成紧凑结构；③ 利用相变材料调节器械刚度。
目前已有依此原理设计成的微创手术器械[13-15]，可
以实现较大的刚度比，但是响应时间过长，其应用
具有较大的局限性；④ 借助负压使颗粒材料挤压
实现变刚度[16-17]，但是其往往需要占用较大体积；
⑤ 通过气压或液压控制，借助摩擦或形锁合实现
可变刚度，目前已有多种变刚度器械臂依据此类原
理设计成功[10, 18-20]；⑥ 通过聚合物多重转变[21]以
及形状记忆聚合物相态转变 [22]同样可以实现可变
刚度。
对于尺度矛盾，现有的变刚度器械臂都不具
有可变尺度，难以解决这一问题。而折展结构的
概念可以为 NOTES 器械的设计提供一个新思路。
折展结构是一种在满足基本承载要求的前提下，
能够大尺寸改变其几何形状的新型结构，广泛应
用于航空航天 [23-24]，植入式医疗器械 [25]等领域。
作为一种典型的折展结构，编织管是一种由多股

螺旋线编织缠绕形成的管状结构 [26]。与传统机械
弹簧相比，编织线的螺旋角，即编织角较大，因
此具有良好的径向折展特性。此外，编织管还具
有壁薄，柔顺性好，结构稳定等特点 [27]，非常适
合 NOTES 环境。但是编织管的编织线相互搭接，
仅靠摩擦力束缚，因此其刚度较低，难以为末端
手术工具提供足够支撑。
针对目前 NOTES 手术工具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新型可折展、变刚度器械臂。器械臂采用编
织管作为主体结构实现径向折展，并且在编织管交
叉节点处包覆热熔胶实现刚度可调，从而同时解决
刚度矛盾和尺度矛盾。

1 结构设计与模型制造
1.1 结构设计
折展变刚度器械臂主体采用编织管结构。编织
管由左右旋编织线交错缠绕而成，其几何尺寸由编
织线直径 d，编织线股数 n，编织角  ，编织管直径
D 以及长度 L 决定。其几何结构如图 1 所示。螺旋
线圈数 c，编织线长 lw ，可以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c  L / (πD tan  )

lw  cπD / cos 

图1

(1)

编织管几何结构

当编织角  变化时，编织管长度及直径会随之
变化，从而实现径向折展。变形过程中编织线长度
可以认为不变，因此有

lw  cπD  cπD '
cos  cos  '

(2)

其中变形后的参数用上角标“ ' ”标识。简化式(2)，
可得变形后的编织管直径的表达式
D' 

cos  '
D
cos 

(3)

理论上，编织角  变化范围为 0o～90o，当其趋于下
限 0o 时，直径最大，为 D / cos  ；当其趋于上限时，
直径最小，趋于 2d。因此编织管理论最大径向展开
比，即最大最小直径之比，可表示为

r

D
2d cos 

(4)

由于编织线在交叉节点可以相对运动，编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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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刚度较差。针对这一问题，利用热熔胶包覆交
叉节点的方法来调整结构刚度。热熔胶是一种可以
在加热时软化，呈现可塑状态，而降至常温后呈现
固态的材料[28]。在可塑状态下，热熔胶对编织管交
叉节点约束较小，编织管刚度低；在固态时，热熔
胶能够完全限制交叉点的相对运动，从而大大提高
编织管的刚度。此外，热熔胶可以多次进行硬化软
化循环，有利于结构的重复使用。
1.2 模型制造
为了验证折展变刚度器械臂的可行性，设计并
制造了具有表 1 中几何参数的物理模型。制作物理
模型所采用的编织线为聚酯类毛细管，其室温及
60 ℃下弹性模量分别为 1 350.4 MPa、463.8 MPa；
使 用 的 热 熔 胶 为 TPU ， 经 测 定 其 软 化 温 度 为
48.8 ℃。模型制造过程为：① 利用 3D 打印制作一
表面带有 12 个螺旋沟槽的圆柱状模具(图 2a)；② 沿
沟槽交叉缠绕中空管状编织线，形成编织管(图 2b)；
③ 对编织管进行加热处理以定型，加热温度为
100 ℃，时间为 20 s(图 2c)；④ 将编织管从模子上
取下，在交叉点处粘覆约为 0.05 cm3 的热熔胶，并
将各股编织线端部用硅胶管相连形成一通路 ( 图
2d)。器械臂刚度变化通过在中空编织线内进行冷、
热水循环实现。编织线与液泵相连，通入低于热熔
胶软化温度的冷水时，热熔胶变为固态，器械臂呈
现刚态；通入高于热熔胶软化温度的热水时，热熔
胶变为可塑态，器械臂呈现柔态。器械臂的刚度控
制系统如图 3 所示。
表1

模型几何参数

参数

数值

直径 D/mm

22.68

长度 L/mm

138.00

编织角 β/(º)

47.32

股数 n

12

编织线外径 d/mm

1.40

编织线内径 di/mm

0.90

图2

模型制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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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器械臂刚度控制系统

2 抗弯刚度理论分析
器械臂的抗弯刚度决定其能否为手术工具提供
足够支撑，是器械臂的主要评价指标。在纯弯曲状
态下，建立器械臂的力学模型，得到其在柔态和刚
态下的抗弯刚度。
2.1 柔态下抗弯刚度
长度为 L 的编织管在纯弯曲变形下的形状如图
4a 所示。此时编织管的弯曲角度为  ，曲率半径为
 ，并且有  =L /  。当器械臂处于柔态时，热熔胶
处于可塑状态。此时编织管的交叉节点处允许发生
相对转动，但由于热熔胶对节点有一定的约束作用，
转动过程会导致热熔胶发生变形。因此弯矩做功一
部分用于使编织管变形，一部分用于使热熔胶变形。
假设两部分变形相互独立，则器械臂的抗弯刚度等
于编织管的刚度与热熔胶的刚度之和。下面将对这
两部分刚度分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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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态下器械臂的抗弯刚度 EI f 为

EI f 

2nEI sin 

1  sin 2   EI cos 2 
GI p

kD 2 sin 2 2

cn 2 / 2

 cos 
2

i

i

4L

图 4 结构弯曲变形

对于编织管部分，做如下假设：① 每股编织线
简化为一根螺旋弹簧，并且各股编织线无相互作用；
② 弯曲过程中编织角变化很小。根据 WAHL[29]及
张英会[30]的弹簧理论，编织管的抗弯刚度为所有编
织线抗弯刚度的和，其表达式为

EI1 

2nEI sin 
1  sin 2   EI cos 2 
GI p

(5)

式中，I 和 I p 分别为编织线的惯性矩与极惯性矩；E
和 G 分别为编织线的弹性模量及切变模量。
对于热熔胶部分，由于其主要作用是约束编织
管交叉节点处的相对转动，可以将其简化为一个劲
度系数为 k 的线性扭簧。而每个交叉节点的编织角
变化量可以通过编织管在纯弯曲下的几何关系得
到。以菱形单元 ABCD 为例，其变形前后的形状分
别用图 4b 中的实线及虚线表示。考虑节点在编织管
周向的位置可以用图 4a 中的横截面周向角 表示，
菱形单元变形前后有几何关系式

l '/ l  1+D cos / 2 

2πD / n  l / tan   l '/ tan  '

(6)

式中，l 与 l'为菱形单元变形前后沿编织管轴向长度。
整理式(6)可得
tan  ' tan  

 D tan  cos

(7)

2L

由于弯曲时编织角的变化较小，式(7)可简化为

 '  =

 D sin 2  cos

(8)

4L

则节点处的相对转动为 2(  '  )=

 D sin 2  cos
2L

根据虚功原理[31]，有

。

(9)

根据材料力学[32]可以求得由全部 cn 2 / 2 个节点处的
热熔胶变形提供的抗弯刚度为

kD sin 2 
2



2.2 刚态下抗弯刚度
当器械臂处于刚态时，热熔胶处于固态，可以
认为其不可变形。此时各股编织线不再相对独立，
而是在交叉节点处被完全固定，因此整个结构可以
简化为由多个菱形单元刚性连接成的薄壁圆管结
构。仍以菱形单元 ABCD 为例，由于其处于中性轴
上方，因此受拉伸变形，假设其两端受拉力 f。菱形
单元每条边可视为刚性连接，考虑梁 AB，其受力分
析见图 4d。梁 AB 的长度可以根据编织管几何参数
由式(12)得到

lb 

πD
n cos 

(12)

根据梁变形前后的形状可以得到以下的几何关系

u  2lb sin( / 2)

    
(l ' l ) / 2  l (sin   sin  )

b

(13)

式中，u 为 B 点相对 A 点的挠度，  为梁转角。式
(13)可化简为

 (l ' l )

arcsin 
 sin    
2
l
b


u  2lb sin
2

(14)

由于菱形单元的对称性，承受拉力时 A 点水平
方向移动而 B 点竖直方向移动。P 为梁 AB 中点，
AP 与 BP 旋转对称，因此一根梁可视为两段相同的
悬臂梁模型。将 f/2 正交分解，由于梁轴向刚度大，
因此忽略梁轴向分力，而只剩垂直梁轴向分力。根
据材料力学悬臂梁模型[32]，可得

uEI
f /2= 12
3
lb cos 

(15)

合并式(14)、(15)，可得

1 M  = 1 k (2  ' 2  ) 2

2
2

EI 2  M 

(11)

2

cn2 / 2

 cos 
i

2

i

(10)

4L

将编织线和热熔胶的抗弯刚度线性叠加，可以得到

 (l ' l )

 sin    
arcsin 
l
2
b


f = 248 EI sin
2
lb cos 

(16)

同样采用纯弯曲的受力模型分析结构的抗弯刚
度。在纯弯曲状态下，每个梁沿管轴向的变形量为
 Dlb sin  sin
(17)
l ' l 
L
作用在结构上的力矩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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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M   D f i sin i
2
i

(18)

根据材料力学原理，结构抗弯刚度为

12n 2 EIL cos 
EI r  ML 
K

 π2 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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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编织线中通入 60 ℃的水；刚态试验时，通入
20 ℃的水。
器械臂在柔态下的作用力-挠度试验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整个加载过程中作用力与挠
度近似为线性关系，通过线性拟合可以得到其斜率

s F
y


  D sin i

arcsin  sin  
 1   
n
2L



K =  sin
sin i
2
i

(21)

当弯曲角度比较小，即  比较小，根据等价无穷小
原理，式(19)可化简为
EI r 

3n3 EI sin 
2π 2

(20)

由式(20)可知，刚态下抗弯刚度与 sin  ，E，
n ，I 成正比。实际应用中， 通常在 30o～60o 范围
内，因此改变  对刚度最大影响仅约为
sin 60o / sin 30o  1.7 倍，效果并不明显。而增加股
数 n 可以大幅提升刚态下的抗弯刚度；而柔态下抗
弯刚度与股数的关系如式(11)所示，股数对柔态刚
度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提高股数还有利于提升刚柔
两态的刚度比。
3

3 试验
3.1 抗弯刚度
为了测试器械臂在刚态和柔态下的抗弯刚度，
以及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利用 Instron 5982 力
学试验机对器械臂物理模型在刚柔两态下的抗弯刚
度进行了试验研究。由于实际手术操作时操作力常
作用在器械末端，因此采用悬臂梁模型来测试结构
的抗弯刚度。试验设置如图 5 所示，结构一端固定，
另一端通过连接在试验机牵引端的拉力线加载。加
载速度为 5 mm/min，最大挠度为 20 mm。试验机采
用的传感器量程及精度分别为 100 N 及 0.01 N。试
验中挠度及作用力通过试验机自动读取。柔态试验

图5

试验设置

图6

抗弯刚度结果

根据材料力学悬臂梁挠度计算公式[32]
3
EI  L F
3 y

(22)

联立式 (21) 、 (22) 可以计算出柔态下的抗弯刚度
EIf=22.4 N·cm2。根据式(11)可以得到热熔胶的扭簧
模型劲度系数 k=29.5 N·mm/rad。
器械臂在刚态下的作用力-挠度曲线如图 6 所
示。与柔性结果相似，作用力与挠度关系接近线性
关系。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出器械臂在刚态下的
抗弯刚度 EIr=428.3 N·cm2，是柔态下的 19.1 倍，展
现了该变刚度方法的有效性。医用内窥镜的抗弯刚
度通常在 160～240 N·cm2 的范围内[33]。折展变刚度
器械臂在柔态时远低于此范围，而刚态时高出此范
围，从而表明了其用于 NOTES 手术的可行性。
器械臂在刚态下的抗弯刚度理论值可以通过公
式(20)得到。对于试验采用的模型，理论计算其抗
弯刚度为 407.7 N·cm2 ，与试验结果的误差仅为
4.81%，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准确性。将抗弯刚
度理论值代入式 (22) 即可得到作用力 - 挠度理论曲
线。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刚态下的试验曲线与理论
曲线非常吻合。同时由式(20)可知，提高刚态下的
抗弯刚度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加编织线股数 n。对于
软组织手术操作，需要的操作力最大值约为
2.5N[34]。把此物理模型的股数提高到 24 股，材料
换为钢(E=200 GPa)，且直径为 20 mm，长为 400
mm。在 2.5 N 载荷作用下，通过式(20)、(22)可以
计算其理论挠度仅为 2.16 mm，证明此器械臂可以
提供足够的抗弯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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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试验同样基于悬臂梁模型试验。在对
器械臂自由端施加荷载的同时，向编织线内通入冷
水和热水，控制结构变硬变软。整个过程中抗弯刚
度是变化的，刚度稳定所需要的时间，即为响应时
间。试验加载速度依旧为匀速 5 mm/min。
首先考虑刚态到柔态响应时间。图 7a 展示了分
别通入 60 ℃，70 ℃和 80 ℃水时的作用力-软化时间
曲线。从图 7 中可见，在前 15 s 内，作用力与作用时
间(挠度)呈线性关系，抗弯刚度几乎没有变化，这是
因为热水需要一定时间来布满整个结构中。随后热传
递开始，作用力的值迅速下降。通入的水温度越高，
作用力下降越明显。最后，整个系统温度稳定，结构
刚度也趋于常值。取作用力降到最低值的时间作为响
应时间，对于 60 ℃，70 ℃和 80 ℃水，软化时间分
别为：49 s，39 s 和 29 s。需要说明的是，在 80 ℃水
试验时作用力出现了负值。这是由于在加载之前需要
对试验机进行调零，此时试验机对器械臂有一个很小
的拉力，而结构软化后，此初始微小拉力被释放，因
而出现了负值，此现象对响应时间的测量无影响。
对于硬化时间，只测试了效率最高的 0 ℃水，
试验结果如图 7b 所示。通入冷水过程，结构刚度逐
渐提升，最终作用力与作用时间(挠度)呈现近似线
性关系，证明结构刚度已稳定，硬化时间为 2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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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刚态到柔态转化试验结果可知，响应过程可
分为两步。第一步中，水逐渐填充整个系统。这一
步所需要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水流流速 v，它由下式
确定
v  V / A  4V / πdi2

(23)

式中，V 为液泵的排量。对于一个几何尺寸确定的
器械臂，流速由液泵排量唯一确定。在此响应时间
测试中，液泵的排量为 49.35 mL/min，选用一个排
量更大的液泵会显著缩短响应时间。
第二步中，热传递全面进行，响应时间取决于
编织线单位长度的热流量，它由式(24)确定[35]



π(twater  t0 )
1 / hdi  ln(d / di ) / 2

(24)

式中，twater 和 t0 分别为水温和环境温度。温差越大，
热流密度越大，响应速度越快。 di , d 分别为编织线
内外径， 为导热系数，h 为传热系数。具有较大 di 、
 及 h，较小 d 有利于缩短响应时间。
3.3 展开比
器械臂处于柔态时，热熔胶的影响有限，结构
保持编织管的特性。编织管具有极好的伸缩性，其
伸缩性能：最大径向展开比可由式(4)可确定。对结
构施加轴向力，其径向尺度会发生显著变化。图 8
展示了同一器械臂大、小直径两种状态，经测量其
外径分别为 35 mm 及 18 mm，展开比为 1.94。此处，
从图 8 中可以看到在两种直径状态下，编织线均尚
未接触，仍有继续折展的空间。

图8

器械臂不同直径状态

4 结论

图7

响应时间实验结果

(1) 针对 NOTES 对手术器械臂需求的刚度矛
盾和尺度矛盾，设计了一种具有可变刚度及可变尺
度的折展变刚度器械臂。器械臂主体采用编织结构，
在柔态下具有良好的柔顺性和径向折展特性，能够
安全顺利进出人体形状复杂的自然腔道，在刚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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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手术末端器械提供足够的支撑力。器械臂在
编织结构交叉节点处包覆热熔胶，通过冷热水循环
实现整体结构刚柔转换。理论研究和试验结果表明，
折展变刚度器械臂能够实现 20 倍的刚度比和 2 倍的
展开比，较好地解决了 NOTES 手术器械臂的两对
矛盾。
(2) 目前使用的器械臂刚柔转化方式设计简
单，可靠性好，但是转化速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寻找更为快速有效的刚柔转化方式是今后的一个研
究方向。此外，新型器械臂的驱动和控制也是决定
其能否用于实际手术的关键问题，因此驱动和控制
的选择和设计也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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