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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主动式胶囊机器人存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伸缩和平移机构的腿式胶
囊机器人．其中，伸缩机构采用微型连杆结构，平移结构采用丝杠－螺母结构．在空间位置、速度和输出力等约
束条件下，对这两套驱动机构进行建模和分析，实现尺寸参数和电动机工作参数的优化．经过优化，伸展速度的
范围为 16.8 mm/s ～ 34.2 mm/s，伸展力的范围为 2.45 N ～ 0.44 N，伸展效率的范围为 92.8% ～ 34.0%；而平移速
度、平移推力和平移效率则基本保持恒定，分别为 50 mm/min、4.20 N 和 50%．胶囊机器人驱动单元的长度和外径
分别为 33 mm 和 16 mm．最后，在离体猪结肠内测试该腿式胶囊平移机构机器人的性能，结果表明它可实现有效、
安全的伸缩与平移运动，其平均速度可达 25 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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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nalysis of Micro Legged Capsule 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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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obotics,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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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safety and feasibility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active capsule robots, a legged capsule robot is proposed based on telescopic and translational mechanisms. The telescopic mechanism adopts the micro link structure, while
the translational mechanism adopts the screw-nut structure. With the constraints of spatial location, speed and driving force,
these two mechanisms are modeled and analyzed to optimize the dimensional parameters and motor operating parameters. After the optimization, the range of the telescopic speed is 16.8 mm/s∼34.2 mm/s, the range of the telescopic force is
2.45 N∼0.44 N, and the range of the telescopic efficiency is 92.8%∼34.0%. Meanwhile, the translational speed, the force
and the efficiency remain constant basically, which are 50 mm/min, 4.20 N and 50% respectively. The length and the outer
diameter of the driving unit in the capsule robot are 33 mm and 16 mm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egged
capsule robot is tested in the porcine colon,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it can realize the telescopic and translational locomotion
efficiently and safely with the mean speed of 25 mm/min.
Keywords: capsule robot; micro robot; gastrointestinal robot; circumferential expansion; micro link structure

1

引言（Introduction）

受饮食习惯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肠癌已经
成为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疾病 [1]． 通过对结肠的
定时检查可发现早期的可疑病灶，再通过有效的治
疗手段，就可降低结肠癌的死亡率．虽然传统结肠
镜可以实现该功能，但检测过程比较痛苦，无法被
患者广泛接受．而胶囊内窥镜作为一种新兴的消化
道疾病诊断技术，具有无创、无痛、检查方便等优
点 [2]．它通过内置的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传感器，实时采集消化道内的图像，并利用无

线通讯的方式将数据发送到体外的接收端．目前，
该项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临床，包括以色列 Given
Imaging 公司的 PillCam COLON 胶囊、重庆金山公
司的 OMOM 胶囊和韩国的 Miro 胶囊等．但是，这
类胶囊只能依靠肠道的蠕动力实现被动移动，无法
实现加速、停止、倒退等运动，限制了对肠道的观
察与操作功能．
为解决这一问题，多家机构致力于研究微型驱
动机构，可集成到胶囊内窥镜中．根据已发表的研
究成果，这种驱动机构可分为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
两种．其中，外部驱动机构主要是通过外部磁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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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胶囊内部的永磁体，实现消化道内的旋转、推
动等运动方式．目前，一些研究机构在现有胶囊内
窥镜的基础上集成磁驱动模块，有效利用了已有的
胶囊本体技术，降低了研发的时间和成本．意大利
比萨大学的 Carpi[3]、 帝国理工大学的 Swain[4]、 奥
利巴斯与西门子公司 [5] 等都开发出了基于这种原
理的胶囊机器人． 然而，这类胶囊机器人都是针
对充满液体的消化道腔道，比较适合胃部环境，并
不适合肠道环境．此外，一些机构提出了新型的基
于磁驱动的胶囊机器人和操作平台，包括张永顺
等人提出的基于永磁体的螺旋式驱动机构 [6] ，Yim
等人提出的基于内置永磁体和软聚合物的驱动机
构 [7] ，Simi 等人提出的基于腿式和磁驱的混合驱动
机构 [8]．综合来说，外部驱动方式具有空间小和功
耗低等优势．但是，它存在与磁设备（比如磁共振
成像）无法兼容、定位精度较差等问题，影响了胶
囊机器人在肠道内的运动效率和安全性．
内部驱动方式则是利用内部植入的微型驱动机
构，实现肠道内的有效运动．目前已有多种驱动方
式成功应用于胶囊机器人，包括仿尺蠖式 [9-10]、螺
纹式 [11]、 腿式 [12]、 履带式 [13] 和电刺激式 [14] 等．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腿式机构在尺寸、 运动效率、
安全性和功耗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此外，通过腿
部的伸展可扩大观察和操作的范围，具有实用的
临床意义．Kim 等人提出了仿船桨机构，其在活猪
结肠内的运动速度为 17 cm/min[15] ，但被动式的伸
缩机构限定了它只能完成单向运动．林蔚等人设计
了基于仿尺蠖平移机构与腿式伸缩机构的胶囊机
器人，其在离体小肠中的速度为 6 cm/min[16] ，但其
尺寸较大，长度达到 90 mm，可能会引起肠道堵塞
等安全性问题．Gorini 等人提出了基于形状记忆合
金（SMA）的腿式机构，其旋转角度可达 135◦[17] ，
但由于 SMA 驱动时会产生高温，故无法用于临床．
随后，Qurini 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了基
于槽－跟随器的腿式机构，其在离体结肠中的速度
为 5 cm/min，最大推力可达 3.8 N [18-20]．其中，腿
部机构采用了钩状末端，增加了胶囊与肠壁的交
互力，防止打滑情况的发生．但是，该设计可能会
抓伤肠壁或肠系膜，导致内出血或感染等情况的发
生，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只有当腿部机构
完全伸展时，才能实现肠道内的有效运动．对于肠
道较窄的区域，腿部机构可能无法完全伸展，导致
胶囊被堵塞在肠道内．
本文提出了一种腿式胶囊机器人，其驱动机构
由基于连杆的伸缩机构和基于丝杠－螺母的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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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组成．伸缩机构则采用全新的周向扩张方式，
可适应不同直径的肠道环境，避免了堵塞情况的发
生．此外，腿部末端设计成平面结构，可降低肠壁
处的压强，并增大接触面的静摩擦力，避免了划伤
与打滑情况的发生．与之前的腿式机构相比，该机
构的安全性和运动效率都得到了提高．

2

腿式胶囊机器人的机构综合（Mechanism
synthesis of the legged capsule robot）

为了实现肠道内的伸缩和平移运动，该胶囊机
器人需要在微尺寸下集成 2 套独立的驱动机构．因
此，机构设计需要满足尺寸小、 驱动力大等要求，
这给驱动器的选择和传动机构的设计带来了较大的
难度．
2.1 驱动原理
本文提出的腿式胶囊机器人，由伸缩机构和平
移机构组成，可驱动腿部机构实现周向伸缩和轴向
平移，其运动步态如图 1 所示．其中，图 1(a) 为胶
囊机器人的初始状态，腿部机构位于其运动方向的
一侧；图 1(b) 表示腿部机构向外伸展，将肠壁撑
开；图 1(c) 表示平移机构驱动腿部机构向后运动，
腿部机构受肠道的静摩擦力保持不动，而胶囊本体
向前运动；图 1(d) 表示腿部机构向内回缩，完全收
到壳体内；图 1(e) 表示胶囊本体不动，而平移机构
驱动腿部机构向前运动，回到初始状态．在整个过
程中，只有 (b) 和 (c) 之间的状态会产生有效的位
移．

s
(a)

(b)

(c)

(d)

(e)

图 1 腿式胶囊机器人的运动步态
Fig.1 The locomotion gait of the legged capsule robot

2.2 约束条件
人体消化道的环境比较复杂，这给驱动机构的
设计带来很大的难度． 首先，肠道内充满了消化
液，其摩擦系数仅为 10−3 的数量级 [21]．光滑的表
面与不规则的褶皱，都会影响驱动机构的稳定性与
效率．此外，肠道可认为是一种具有黏弹性和非线
性的材料，部分能量会浪费在无效的运动中．而腿
式机构通过伸展的腿部与肠壁接触，本体与肠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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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面积较小，故其运动性能受肠道环境的影响也
较小．同时，结肠在不同位置处的直径并不相同，
在乙状结肠处最窄． 对于成人，乙状结肠的直径
约为 20 mm ～ 30 mm．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胶囊的
直径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当其直径过大时，可能
会造成肠道内堵塞的情况；当其直径过小时，腿部
机构无法与肠壁完全接触，影响到其运动性能．因
此，设定胶囊机器人在回缩时的直径略小于结肠直
径，伸展时的直径略大于结肠直径．
植入医疗设备的安全性是评价其性能的关键指
标．在伸展过程中，腿部机构会对肠壁施加周向伸
展力，以克服肠壁由应变产生的阻力，将其撑开；
在平移过程中，腿部机构会对胶囊本体施加轴向
推力，以克服肠道的黏滞阻力、摩擦力和端部阻力
等 [22] ，实现轴向运动．在这两个过程中，腿部机构
都会与肠道发生交互力，只是施加力的方式与方向
不相同．为了实现肠道内安全、有效的运动，交互
力应处于合理的范围内．然而，由于胶囊机器人与
肠道之间的应力－应变关系较为复杂 [23] ，且易受
到肠道方向、直径等因素的影响，故交互力没有明
确的阈值．因此，本文将以相关文献中的输出力作
为参考，对该胶囊机器人进行设计．其中，当单个
腿部机构的周向伸展力达到 0.25 N ～ 0.63 N 时，就
可实现肠壁的有效撑开 [19-20]．此外，当轴向推力达
到 3.80 N 时，就可完成肠道内的轴向平移 [20]．
2.3 伸缩机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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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伸缩机构的示意图
The diagram of the telescopic mechanism

伸缩机构采用了全新的基于连杆机构的周向展
开构型，包括伸缩电动机、 伸缩齿轮组、 螺母、 3
套由主动杆和从动杆组成的腿部机构、 3 个旋转导
杆、 3 个固定导杆和 3 个末端平板，如图 2 所示．
其中，伸缩电动机和平移电动机位于两个相邻腿部
机构的中间，其电动机轴的方向相反，相应的齿轮
组分别位于胶囊的两侧．3 个旋转导杆可由伸缩齿
轮组中的从动齿轮直接驱动，故伸缩电动机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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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导杆实现转动．由于旋转导杆从螺母的孔中穿
过，且螺母与 3 个主动杆是一体的，故带动了螺母
和主动杆的转动．此外，3 个从动杆具有较长的滑
槽，其一端通过铰链与主动杆相连，形成了腿部机
构．其另一端通过铰链与一块平板相连，增大了与
肠壁的有效接触面积．这样，可降低接触面处的压
强，并增大了与肠壁的静摩擦力．3 个固定导杆位
于胶囊壳体的内侧，其相对于胶囊本体保持静止，
并可从从动杆的滑槽中穿过． 受到固定导杆的约
束，螺母的旋转运动将转化为从动杆的伸缩运动，
实现肠壁的有效撑开．因此，通过控制电动机的正
反向旋转，就可以实现腿部机构的伸展或回缩运
动．
2.4 平移机构的设计
平移机构采用丝杠－螺母的驱动方式，包括平
移电动机、平移齿轮组和丝杠等，具有空间小、结
构简单等优点．其中，丝杠可由平移齿轮组中的从
动齿轮直接驱动，故平移电动机可驱动丝杠实现
转动．同时，螺母受到丝杠螺旋副和旋转导杆的约
束，其旋转运动将转化为沿丝杠的轴向运动．当腿
部机构处于伸展状态时，其受到肠壁的静摩擦力
作用保持不动，而胶囊本体则会沿肠道运动．当腿
部机构处于回缩状态时，其与肠道并不接触，故胶
囊本体会保持不动，而腿部机构则会回到胶囊的前
端．
这两套驱动机构可以独立运行，基本不会互相
影响，因此该胶囊机器人具有 2 个独立的自由度．
通过伸缩与平移的配合，就可实现沿肠道的前进或
后退运动．螺母作为两套机构的结合点，在两种运
动方式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相同．这种设计充分利
用了胶囊机器人的径向和轴向空间，实现了两套驱
动机构的有效整合．
2.5 密封设计
在伸缩和平移过程中，肠道中的消化液可能会
进入到驱动机构内部，造成电池、 电动机或控制
电路的短路．此外，腿部机构的末端可能会被肠壁
包裹住，造成伸缩机构的阻力增大，影响到伸缩运
动的进行．因此，为了保护电路和机械系统的安全
性，有效的密封设计对于胶囊机器人来说是必要
的．本文将采用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橡胶（TPU）
薄膜将胶囊机器人包裹住，其厚度仅为 0.02 mm，
可有效防止外部物质的进入．此外，用胶将腿部末
端与薄膜固定住，防止腿部机构在薄膜内出现打滑
现象．在装配过程中，需要为腿部机构的平移运动
预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降低薄膜对腿部机构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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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该设计在基本不改变运动模式的前提下，可起
到有效的密封保护作用．

3

驱动机构的参数分析（Parameters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为了研究伸缩和平移机构的运动性能，将分别
对这两套机构进行建模，并分析不同参数与速度、
输出力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上述的约束条件，
确定最优的尺寸参数和电动机工作参数，用于机器
人样机的设计和装配．
3.1 伸缩机构的参数分析
胶囊机器人的截面可分为 5 块区域，包括 5 个
电动机和 3 组腿部机构，如图 2 所示．相对于中心
而言，单个电动机所占角度约为 60◦ ，故单个腿部
机构所占的最大角度可达 80◦ ，即腿部机构回缩时
的最大角度．为了提高腿部机构对可变的肠道直径
的适应性，需提高其最大伸展长度，即主动杆和从
动杆的总长度．那么，当其完全回缩时，两个主动
杆应与电动机基本相切，而所有腿部末端应完全处
于外壳内，避免与肠壁的接触．为了提高最大伸展
长度，将主动杆长度设置为 7 mm，对应的从动杆
长度和最大伸展长度分别为 9.67 mm 和 16.67 mm．
3.1.1 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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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单个腿部机构的示意图
The diagram of the single leg mechanism

为了研究伸缩机构的运动性能，建立了其运动
学和动力学模型，如图 3 所示．其中，点 O 表示胶
囊的中心轴，杆 OA 表示主动杆，杆 AC 表示从动
杆，点 B 表示固定导杆，点 D 表示杆 AC 的中心点，
而 m1 和 m2 分别表示杆 OA 和 AC 的质量．由于胶
囊的轴向阻力包括黏滞阻力、 端部阻力和摩擦力，
而摩擦力也主要与前两个阻力的径向分量有关，受
重力方向的影响较小 [22] ，故本文仅对沿水平方向
的肠道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腿部机构能否有效
撑开肠壁决定了该机构的可行性，故本文将仅对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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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运动进行分析．
伸缩机构共受到 4 个力，包括电动机的驱动
力、B 点受到的压力、摩擦力以及 C 点受到的肠壁
阻力．其中，根据固定导杆与从动杆的摩擦系数，
B 点的压力和摩擦力可合成为一个力 FB ，其方向与
杆 AC 的法线方向的夹角用 θf 表示．而点 C 处的肠
道阻力 FC 与腿部机构的输出力为一组作用力与反
作用力，满足牛顿第二定律．初始时，伸缩机构完
全回缩在胶囊外壳内．在电动机的驱动下，主动杆
OA 以匀速沿顺时针方向转动，并驱动杆 AC 向外伸
展，将肠壁撑开，直至主动杆与 y 轴重合．
利用 MATLAB 中的 Simulink 组件，可极大简
化运动学和动力学方程的求解过程．其中，运动学
方程只需要建立该机构的位置方程，如式 (1) 所示．
利用 Simulink 中的求导工具就可获得该方程的 1 阶
和 2 阶导数，得到对应的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和
角加速度．此外，对于运动学方程，可利用达朗贝
尔原理将动力学问题转化为静力学问题．首先，以
点 O 为参考点，对整个伸缩机构进行力矩分析，如
式 (2) 所示．其中， θg 表示重力方向．然后，以点
A 为参考点，对杆 AC 进行力矩分析，如式 (3) 所
示．当电动机转速和扭矩已知时，通过运动学和动
力学方程的联立求解，就可得到速度和输出力的变
化过程．


lOA cos θ + lAC cos θA = lOC cos θC






lOA sin θ + lAC sin θA = lOC sin θC




l cos θ + l cos θ = 0
OA
AB
A
(1)


lOA sin θ + lAB sin θA = lOB






lOA cos θ + lAD cos θA = lOD cos θD




lOA sin θ + lAD sin θA = lOD sin θD
1 2
θ̈A m2 +
− M + FB lOB cos(θf + θA ) − lAC
12
(lAD θ̈A sin θA + lAD θ̇A2 cos θA + lOA θ̇ 2 cos θ )lOD sin θD +
(lAD θ̈A cos θA − lAD θ̇A2 sin θA − lOA θ̇ 2 sin θ )lOD cos θD +
1
(2)
lOA m1 g sin(θg − θ ) + lOD m2 g sin(θg − θD ) = 0
2
1 2
FB lOB sin θf − FC lAC sin(θC − θA ) − lAC
θ̈A m2 +
12
(lAD θ̈A sin θA + lAD θ̇A2 cos θA + lOA θ̇ 2 cos θ )lAD sin θA −
(lAD θ̈A cos θA − lAD θ̇A2 sin θA − lOA θ̇ 2 sin θ )lAD cos θA −
lAD m2 g cos(θg + θA ) = 0

(3)

3.1.2 转速分析
当电动机处于不同转速时，假定其输出功率保
持恒定，故其输出扭矩与转速成反比，那么，低速

表 1 不同转速时的伸展特性
Tab.1 The stretching performance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转速 /(r/min)

20

40

60

80

起始速度 /(mm/s)

8.40

16.8

25.4

34.0

起始伸展力 /N

12.5

6.04

3.97

3.03

起始效率 /(%)

94.4

91.6

90.8

92.7

最终速度 /(mm/s)

15.6

34.2

42.6

56.6

最终伸展力 /N

3.94

1.58

1.07

0.48

最终效率 /(%)

55.2

48.7

40.9

24.5

3.1.3 功率分析
当电动机功率为 0.10 W，转速为 40 r/min 时，
起始伸展力达到 6.04 N．该力可能会超过肠壁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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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范围，造成肠壁损伤或穿孔等安全隐患，影响患
者的人身安全．因此，通过占空比调制的方法，可
降低电动机的输出功率，进而降低伸展力，提高伸
缩机构的安全性．

ըኅ䙏ᓖ /(mm/s)

100
20 r/min
40 r/min
60 r/min
80 r/min

80
60
40
20

0

0.1

0.2

0.3

0.4

0.5

t /s
图 4 不同转速对应的伸展速度曲线
Fig.4 The stretching speed curves with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15
20 r/min
40 r/min
60 r/min
80 r/min

12
ըኅ࣋ /N

时的输出扭矩较大，高速时的输出扭矩较小．由于
伸缩齿轮组的效率较高，可忽略这部分的功率损
失，认为电动机功率都传递到螺母上．而伸缩齿轮
组的减速比设置为 1:1，故电动机与螺母的转速相
同．
当电动机功率固定为 0.10 W，转速为 20 r/min
～ 80 r/min 时，对应的伸展速度、 伸展力和传动效
率曲线分别如图 4、5 和 6 所示．结果表明，当主动
杆靠近 y 轴时，伸展力和传动效率都会出现较大浮
动，故认为主动杆无法与 y 轴完全重合．那么，本
文将只分析有效区间内的变化情况．当电动机的转
速增大时，伸展速度会等比例增大，而伸展力会等
比例降低．对于特定的电动机转速，伸展过程中的
速度和输出力并非保持恒定．其中，伸展速度会先
缓慢后快速增大，伸展力会线性降低．此外，不同
转速对应的初始传动效率基本相同，且伸展过程中
的传动效率会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其下降速度与转
速成正比．
当电动机转速为 20 r/min ～ 80 r/min 时，起始
和最终状态下的伸展特性如表 1 所示． 为了实现
有效的伸展运动，伸展力需要克服肠壁的阻力．在
伸展运动中，肠壁会发生变形，故根据应力－应
变关系，其产生的阻力也会增大． 当螺母转速为
60 r/min ～ 80 r/min 时，最终伸展力降到 1 N 附近．
显然，当转速较高时，伸展力可能不足以撑开肠
壁． 考虑到伸展运动所需的时间较短，基本小于
1 s，故伸展速度对平均速度的影响较小，故可通过
降低伸展速度来提高伸展力．因此，将电动机的转
速设置为 40 r/min．根据该电动机转速，可选配合
适的减速器．此时，伸展速度的范围为 16.8 mm/s
～ 34.2 mm/s，伸展力的范围为 6.04 N ～ 1.58 N，传
动效率的范围为 91.6%～ 48.7%．

人

9
6
3
0

0.1

0.2

0.3

0.4

0.5

t /s
Fig.5

图 5 不同转速对应的伸展力曲线
The stretching force curves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100
20 r/min
40 r/min
60 r/min
80 r/min

80
Րࣘ᭸⦷ /(%)

机 器

250

60
40
20

0

0.1

0.2

0.3

0.4

0.5

t /s
图 6 不同转速对应的传动效率曲线
Fig.6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curves at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s

当电动机转速固定为 40 r/min，功率为 0.02 W
～ 0.10 W 时，对应的伸展力和传动效率曲线如图
7、8 所示．结果显示，当功率从 0.02 W 增到 0.1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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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伸展速度完全相同，而伸展力基本与功率成正
比，对应的起始伸展力从 6.04 N 降到 1.25 N．对于
特定的输入功率，伸展力会保持下降的趋势． 此
外，当时间在 0.2 s 以内时，不同功率对应的传动效
率基本重合，从 90%附近降低到 50%附近．随后，
不同功率对应的传动效率曲线开始分离，其下降
速度基本与功率成反比．因此，当电动机功率较低
时，最终伸展力和传动效率偏低，可能不足以撑开
肠壁．
10

0.02 W
0.04 W
0.05 W
0.08 W
0.10 W

ըኅ࣋ /N

8
6
4
2
0

Fi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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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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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图 7 不同功率对应的伸展力曲线
The stretching force curves under different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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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Րࣘ᭸⦷ /(%)

0.3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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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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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t /s

0.2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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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功率对应的传动效率曲线
Fig.8 Th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curves under different
powers

当电动机功率为 0.02 W ～ 0.10 W 时，起始和
最终的伸展特性如表 2 所示．其中，对于固定的电
表 2 不同功率时的伸展特性
Tab.2 The stretching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powers
输入功率 /W

0.02

0.04

0.06

0.08

0.10

起始速度 /(mm/s)

16.8

16.8

16.8

16.8

16.8

起始伸展力 /N

1.25

2.45

3.65

4.84

6.04

起始效率 /(%)

94.6

92.8

92.1

91.8

91.6

最终速度 /(mm/s)

34.2

34.2

34.2

34.2

34.2

最终伸展力 /N

0.06

0.44

0.82

1.20

1.58

最终效率 /(%)

9.4

34.0

42.2

46.3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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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功率，初始和最终伸展力分别对应于最大值
和最小值．为了保证伸缩机构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需要保证伸展力处于合理范围内． 根据之前的约
束条件，将电动机功率设置为 0.04 W．此时，伸展
速度的范围为 16.8 mm/s ～ 34.2 mm/s，伸展力的范
围为 2.45 N ～ 0.44 N，传动效率的范围为 92.8%～
34.0%．
3.2 平移机构的参数分析
与伸缩机构相比，平移机构采用了基于丝杠－
螺母的传动方式，其运动和力特性的计算更简单，
无需建立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型．其中，平移齿轮组
的减速比也设置为 1:1，故胶囊的平移速度 v 与电动
机转速 vM 和丝杠螺距 L 成正比，如式 (3) 所示．当
平移机构的输入功率 P 和传动效率 η 保持固定时，
平移推力 FP 与平移速度 v 成反比，故与丝杠螺距
L 成反比，如式 (4) 所示．因此，丝杠螺距对于平
移机构来说是个重要的机械参数，会影响到平移速
度和平移力，两者相互制约．首先，平移推力应能
克服肠道的轴向阻力，保证胶囊实现有效的平移运
动．在此基础上，应尽量提高平移速度，降低胶囊
的检查时间．经过综合分析，将丝杠的螺距设置为
0.25 mm．当电动机的转速为 200 r/min，齿轮组的
减速比为 1:1 时，可计算出平移速度为 50 mm/min．
那么，通过对比，可知平移运动所需时间远大于伸
缩运动的时间，故胶囊的平均速度主要受平移速度
的影响．
v = vM L
Pη
FP =
vM L

(4)
(5)

此外，如果平移推力过大，超过了肠壁的承受
范围，也会造成对肠壁的损伤．因此，也采用占空
比调制的方法来降低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保证平移
推力处于合理范围内．考虑到滑动丝杠与螺母的摩
擦，平移机构的传动效率大约为 50%．根据之前的
约束条件，将输入功率设置为 0.007 W，对应的平
移推力为 4.20 N．
3.3 样机装配
根据上述优化参数，完成胶囊机器人样机的加
工与装配．其中，无密封和有密封的样机分别如图
9(a) 和 9(b) 所示．驱动单元的长度为 33 mm，包括
两侧盖帽的整体长度为 58 mm，腿部闭合时的外径
为 16 mm，腿部伸展时的外径为 32 mm．该样机中
的齿轮和丝杠用铜加工，而外壳和连杆结构等用铝
加工．这些金属并不适合直接与消化道接触，未来

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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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考虑采用生物相容材料．
目前，传统胶囊内窥镜中的图像采集、无线通
信模块和电池等并没有集成到该样机中．但这些技
术都已经较为成熟，可以直接与驱动模块集成，这
也将作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此外，由于驱动机构
的功率较高，纽扣电池已经无法满足胶囊机器人的
需求．用于胶囊机器人的无线供能技术已经发展得
较成熟，可完全代替纽扣电池．目前，胶囊内只需
集成 0.48 cm3 的接收模块，就可实现 330 mW 功率
的连续传输，足够满足该胶囊机器人的需求 [24]．

(a) ᮴ᆚᇕⱘ㛊ಞḋᴎ
Fig.9

4

(b) ᳝ᆚᇕⱘ㛊ಞḋᴎ

图 9 胶囊机器人样机
The prototype of the legged capsule robot

实验与结果（Experiments and results）

为了验证该胶囊机器人的可行性，使用新鲜的
猪结肠作为测试环境，研究其运动性能．首先，截
取一段长度为 50 cm 的结肠，清空内部的食糜和消
化液．然后，将这段结肠拉直后，平放到试验台上．
通过外部驱动器，可控制胶囊机器人完成伸缩和平
移运动，其运动步态如图 10 所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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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打滑．在一个平移过程中，胶囊机器人的位移约
为 15 mm，耗时 18 s，故平移速度约为 50 mm/min，
与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一个完整周期内，
其平均速度约为 25 mm/min．当实验完成后，将结
肠切开，发现肠壁没有明显的划痕或伤口．因此，
该胶囊机器人可在满足安全性的前提下，实现有效
的伸缩与平移运动．

5

结论（Conclusion）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伸缩和平移运动的腿式
胶囊机器人，有效解决了目前胶囊机器人可能划
伤组织和发生堵塞的问题． 通过对这 2 套机构的
建模和分析，确定其最优的尺寸参数和电动机工
作参数． 当伸缩电动机的转速和输入功率分别为
40 r/min 和 0.04 W 时，伸展速度的范围为 16.8 mm/s
～ 34.2 mm/s，伸展力的范围为 2.45 N ～ 0.44 N，而
伸展效率的范围为 92.8%～ 34.0%．当平移电动机
的转速和输入功率分别为 200 r/min 和 0.007 W 时，
平移速度、平移推力和平移效率分别为 50 mm/min、
4.20 N 和 50%．由于伸展力和平移推力都达到了约
束条件，故足以克服肠壁的阻力，完成有效的伸
缩和平移运动．根据该优化参数，完成胶囊机器人
样机的装配，其有效长度为 33 mm，闭合时外径为
16 mm，伸展时外径为 32 mm．通过离体结肠内的
动物实验，表明胶囊机器人的运动性能与预期结果
基本一致，其平均速度约为 25 mm/min，并不会在
肠壁上产生明显的损伤，充分验证了这种驱动方式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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