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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柔性手指的驱动性能， 结合可 ３Ｄ 打印成型的柔性材料与拉线驱动技术， 设计单关节的

绳驱动柔性手指结构。 通过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建模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仿真对比波纹状与锯齿状柔性手指外形结构的变
形特性， 对锯齿状柔性手指做了薄壁化设计， 在薄壁结构的基础上引入单侧部分填充的空腔构型， 分析不同
填充比例对手指性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优化后的、 内部填充 １ ／ ３ 的锯齿状柔性手指结构弯曲时所需绳
索驱动力相对较小， 同时可以保证内部应力分布均匀， 能够在允许的变形范围内模拟手指的弯曲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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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机械手指是由柔性材料制作而成的仿人机械装置， 由于柔性材料的柔韧性和适应性， 使得柔
性机械手指与传统的刚性机械手指相比更加灵活， 更能够适应复杂的外界操作环境， 因此， 得到了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１］ 。 近年来， ３Ｄ 打印技术与柔性材料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柔性手指的研究， 解
决了柔性机械手指的制造难题。 同时， 类橡胶聚合物 ［２⁃３］ 、 形状记忆合金 ［４⁃５］ 、 智能复合材料 ［６⁃７］ 等柔
性及仿生材料的出现， 为柔性机械手指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及制造工艺流程。 然而， 柔性机械手指通
常是以伸缩、 弯曲、 扭转等变形来完成目标任务， 传统的电机及其传动无法满足驱动要求。 绳驱动技
术和柔性材料相结合可以利用较紧凑的结构实现复杂的变形， 驱动线的动力由传统的电机来提供。 ＩＮ

等 ［８］ 设计了一套多手指绳驱动的装置以提高柔性手指的驱动精度。 ＪＥＯＮＧ 等 ［９］ 将绳驱动进一步应用
于串联驱动的可穿戴设备上， 设计了柔性的可穿戴机械手， 实现了精确控制。 柔性手指的运动过程大
多由手指本体的变形及驱动系统提供的驱动力共同作用， 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针对柔性手指的驱动装
置与控制系统， 却忽略了柔性手指本体结构对驱动性能的影响。 为此， 本文结合可 ３Ｄ 打印成型的柔
性材料与拉线驱动技术， 设计单关节的绳驱动柔性手指结构， 并利用 ＡＮＳＹＳ 对柔性手指进行建模与
仿真， 优化柔性手指的内外结构设计参数， 使其在相同外部条件下所受应力最小， 同时也保证其在工
作时所需的驱动力尽量小。

１
１ １

单关节柔性手指的基本结构与变形分析
单关节柔性手指的基本组成结构

绳驱单关节柔性手指主要由基座、 本体与驱动绳索 ３ 部分构成。 基座由铝型材搭建， 用于固定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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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与其驱动装置。 本体使用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ＥＬＡＳＴ⁃ＢＬＫ １０ 黑色 ３Ｄ 打印材料， 它是一种具有良好压缩性能的
类似橡胶的弹性材料， 可用于弹性产品的快速设计制造。 驱动绳索采用细钢丝绳， 具有较大的弹性模
量， 在柔性手指工作中可忽略其变形量。 绳索的一端用薄片固定在手指端面处， 另外一端则连接驱动电
机。 柔性手指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 箭头所示方向为绳索的驱动力 Ｆ 的方向。 如图 １（ｂ）所示， 给绳
索施加一定的驱动力 Ｆ 时， 柔性手指向着绳索一侧发生弯曲变形， 而当驱动力增加或者减小时， 弯曲的
角度会随之增加或者减少。 由此可知， 通过控制电机驱动力的大小即可实现柔性手指的精确控制。

图１
Ｆｉｇ １

１ ２

柔性手指结构简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ｆｉｎｇｅｒ

柔性手指变形分析
如上所述， 通过控制驱动绳索实现单关节柔性手指的弯曲

运动， 驱动绳索的伸缩长度会影响手指的弯曲角度。 为计算柔
性手指的弯曲程度， 假设手指为等截面梁的纯弯曲变形且驱动
绳索在拉伸过程中不发生形变。 图 ２ 为柔性手指发生弯曲前后
的变形示意图， 柔性手指的上部伸长， 下部缩短， 整个手指向
着绳索拉伸一侧弯曲。
在手指弯曲变形过程中， 可以用其端面的转角来衡量手指

的弯曲程度。 端截面的转角 θ 与绳索的伸长量 ΔＬ 之间的关系
由下列式子给出：

Ｌ ＝ Ｒ·θ ，
Ｌ －ΔＬ ＝ （ Ｒ －ΔＤ） ·θ 。

（１）
（２）

式（２） 中： ΔＤ 为绳索端点到手指轴线的偏置距离； Ｄ 为柔性手
指本体的直径； Ｌ 为柔性手指本体的长度； Ｒ 为柔性手指本体
弯曲状态的曲率半径。 由式（１） 和（２） 可得
θ＝

图２
Ｆｉｇ ２

柔性手指变形示意图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ｆｉｎｇｅｒ

ΔＬ
。
ΔＤ

（３）

当柔性手指受到绳索驱动力 Ｆ 时， 相当于在梁上作用了等效弯矩 Ｍ ｅ ， 使得柔性手指发生弯曲。

Ｍ ｅ 可以表示为

Ｍ ｅ ＝ Ｆ·ΔＤ 。

对于抗弯刚度为 ＥＩ 的等截面梁， 在端面力矩 Ｍ ｅ 作用下端截面转角 θ 为
θ＝

Ｍｅ Ｌ
ＥＩ

。

（４）
（５）

结合式（４） 和（５） 可得， 端截面转角与绳驱动力 Ｆ 的关系如下：
θ＝

Ｆ·ΔＤ·Ｌ
。
ＥＩ

（６）

由式（６） 可知， 柔性手指的弯曲程度与所受驱动力 Ｆ 直接相关。 此外， 对于不同形状的柔性手指， 其
截面惯性矩 Ｉ 也不同， 柔性手指的力学性能也有着较大的差别。 下文针对柔性手指的内外结构进行优
化， 对比分析不同结构的柔性手指的力学性能， 从而选择最优的手指内外结构。

· １８·

２

２０２１ 年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单关节柔性手指的建模与仿真优化

２ １

单关节柔性手指的外形结构建模
为便于手指发生弯曲变形， 降低绳索所需驱动力， 可对柔性手指的表面结构进行改进， 即在传统
的圆柱形结构表面增加锯齿形与波浪形的构造。 如图 ３ 所示， 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中建立 ２ 种结构的柔性手
指实体模型， 将其导入 ＡＮＳＹＳ 中进行仿真分析。

图 ３ 柔性手指外形设计
Ｆｉｇ ３ Ｓｈａ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ｆｉｎｇｅｒ

将图 ３ 中两种结构的柔性手指模型在 ＡＮＳＹＳ 仿真软件中进行网格划分， 通过有限元计算其在不同
驱动力下的变形情况。 手指外径为 １０ ８ ｍｍ， 细钢绳直径为 １ ０ ｍｍ， ２ 种材料的主要特性参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２ 种材料特性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材料

Ｆ４ ＥＬＡＳＴ⁃ＢＬＫ １０
钢

密度 ／ （ ｇ·ｃｍ －３ ）
１ １３
７ ９３

弹性模量 ／ ＭＰａ

屈服强度 ／ ＭＰａ

泊松比

１ ９３×１０

２×１０

０ ２５

３ ６０

５

５

３

０ ４７

图 ４ 为不同驱动力下的柔性手指形变图。 其中， 图 ４（ ａ） 为波纹状结构柔性手指的形变， 在 ６ Ｎ

和 １２ Ｎ 的绳索驱动力下， 端截面的转角分别为 １２ ８８°和 ２４ ５２°， 而锯齿状结构柔性手指在同样的驱
动力作用下， 端截面的转角为 １４ ８７°和 ２７ ４８°， 如图 ４（ ｂ） 所示。 因此， 在相同的驱动力作用下， 锯
齿状结构能够产生的弯曲变形更大， 即波纹状手指的整体刚度要高于锯齿状柔性手指。 为减少外加电
机所需驱动力， 选用锯齿状作为柔性手指的外部结构。

图４
Ｆｉｇ ４

不同驱动力下的柔性手指形变图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ｆｉｎｇ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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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关节柔性手指的薄壁化设计
为进一步优化手指的整体刚度， 减少工作时所需电机驱动力， 在上述锯齿状结构的基础上引入空

腔构造。 利用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对薄壁结构的锯齿状柔性手指进行三维建模， 如图 ５（ ａ） 所示， 壁厚设置为

２ ５ ｍｍ， 将其导入 ＡＮＳＹＳ 后进行网格划分， 图 ５（ ｂ） 为网格划分剖视图。 随后， 对绳索施加外部载荷
并进行求解计算。 如图 ５（ ｃ） 所示， 增加薄壁结构的设计使得柔性手指的整体刚度进一步下降， 在 ２ Ｎ

的绳索驱动力作用下， 手指端截面的转角为 ９ １９°。 在 １０ Ｎ 的驱动作用力下， 手指端面的转角能达到

３９ ４１°， 如图 ５（ ｄ） 所示。 根据上述参数， 若取安全系数为 ２， 则所使用的柔性材料 Ｆ４ ＥＬＡＳＴ⁃ＢＬＫ １０

在室温下的许用应力为 ２ ５ ＭＰａ。 图 ５（ ｅ） 为薄壁结构手指在 １０ Ｎ 作用下的应力分析， 在绳索与手指
端面连接处产生的最大应力可达 ２ ２ ＭＰａ， 非常接近许用应力。 因此， 对于薄壁结构柔性手指， 由于
应力集中存在于绳索与端截面相交界处， 该部分在手指变形过程中最可能发生损坏， 从而影响柔性手
指的正常使用。 此外， 从图 ５（ ｆ） 的应变分析图中可以看出， 在指端部分应力集中处的应变高达 ０ ６。
分析可知， 指端处的薄壁结构导致手指的端面存在较大变形， 影响手指的运动精度。

图５
Ｆｉｇ ５

２ ３

薄壁结构有限元仿真分析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ｓｈｅ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单关节柔性手指的内部填充优化
由上节分析可知， 薄壁结构的柔性手指虽然在整体刚度上有所下降， 但在端截面应力集中处存在

较大应变， 进而会影响手指的精度与使用寿命。 因此， 在薄壁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柔性手指构型进
行优化， 即在手指弯曲的外侧伸长部分保留填充， 而在手指向内弯曲一侧添加空腔。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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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ａ） 、（ ｂ） 分别为填充部分占总长度 １ ／ ２ 与 １ ／ ３ 的结构示意图。

图６
Ｆｉｇ ６

薄壁部分填充结构示意图

Ｐａｒｔｌｙ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ｉｎ－ｓｈｅ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将以上 ２ 种不同填充结构的柔性手指进行网格划分与载荷施加， 并通过有限元对其弯曲变形进行

计算分析。 图 ７ 为 ４ 种结构仿真结果对比曲线图， 包括全填充、 填充 １ ／ ３、 填充 １ ／ ２ 与薄壁结构。 图

７（ ａ） 所示的曲线为柔性手指不同弯曲角度所需的绳索驱动力， 易见在相同的弯曲角度下， 全填充结
构所需的绳索驱动力要比另外 ３ 种结构的柔性手指大得多， 因此将柔性手指内部设计成带空腔的结构
能够减小弯曲时所需驱动力。 图 ７（ ｂ） 为各填充程度下弯曲角度与手指内部最大应力的关系曲线， 根
据曲线显示， 在柔性手指的弯曲角度相同的情况下， 薄壁结构内部的最大应力最大， 填充 １ ／ ２ 与全填

充结构次之， 填充 １ ／ ３ 结构的内部最大应力在 ４ 种结构中最小。 图 ７（ ｃ） 、（ ｄ） 表明在弯曲变形过程中，
全填充手指的较大应力主要集中在手指端面， 而 １ ／ ３ 填充的手指结构在其空腔内部各段的应力分布比
较均匀。 为使得柔性手指在弯曲过程中更不易发生破坏， 选择填充 １ ／ ３ 的结构为柔性手指的内部最优
结构。

图７
Ｆｉｇ ７

３

不同填充结构有限元仿真结果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结论
为提高柔性手指驱动性能， 结合可 ３Ｄ 打印成型的柔性材料与拉线驱动技术， 设计单关节的绳驱

动柔性手指结构。 通过 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 建模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 对比分析波纹状与锯齿状柔性手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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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结构的变形特性， 并对锯齿状柔性手指做了薄壁化设计与分析。 在薄壁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
柔性手指的内部结构， 引入单侧部分填充的空腔构型， 分析不同填充比例对手指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
明， 内部填充 １ ／ ３ 的锯齿状柔性手指结构弯曲时所需绳索驱动力相对较小， 同时可以保证弯曲时内部
应力分布均匀。 该单关节柔性手指结构能够在允许的变形范围内模拟手指的弯曲动作， 为仿生手指的
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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