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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包括用于

与工业机械连接的连接法兰以及安装在连接法

兰上的四根弯曲单指和一根大拇指；每根弯曲单

指均包括弯曲单指掌骨、弯曲单指近指端、弯曲

单指中指端和弯曲单指远指端，关节之间均通过

铰链铰接，每个铰链的铰链轴外套装一个弯曲单

指复位扭簧；所述弯曲单指掌骨的手背一侧设有

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的手

背一侧设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所述弯曲单指

近指端上还系有弯曲单指肌腱c；所述大拇指包

括大拇指掌骨、大拇指近指端和大拇指远指端。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

在不施加驱动力状态下，其初始状态为握着状态

的五指灵巧手，该五指灵巧手施加驱动力后，手

指将会张开。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09895075 A

2019.06.18

CN
 1
09
89
50
75
 A



1.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与工业机械连接的连接法

兰以及安装在连接法兰上的四根弯曲单指和一根大拇指；

每根弯曲单指均包括弯曲单指掌骨、弯曲单指近指端、弯曲单指中指端和弯曲单指远

指端，所述弯曲单指掌骨的前端与弯曲单指近指端的后端之间、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的前

端与弯曲单指中指端的后端之间、弯曲单指中指端的前端与弯曲单指远指端的后端均通过

铰链铰接，每个铰链的铰链轴外套装一个弯曲单指复位扭簧；所述弯曲单指掌骨的手背一

侧设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的末端与弯曲单指肌腱a的后端连接，

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的前端连接于弯曲单指近指端；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的后部设有弯曲

单指中指端绕线柱，所述弯曲单指远指端的后部设有弯曲单指远指端绕线柱，所述弯曲单

指近指端的手背一侧设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的末端与弯曲单指

肌腱b的后端连接，所述弯曲单指肌腱b的前端连接于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所述弯曲单

指近指端上还系有弯曲单指肌腱c，所述弯曲单指肌腱c绕过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底部，

且连接于弯曲单指远指端绕线柱；

相邻两个弯曲单指的弯曲单指掌骨之间设有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每个弯曲单

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外套有弯曲单指复位压簧；弯曲单指复位压簧的左右两端分别与相邻

的两个弯曲单指掌骨连接；

所述大拇指包括大拇指掌骨、大拇指近指端和大拇指远指端，所述大拇指掌骨的前端

与大拇指近指端的后端之间、所述大拇指近指端的前端与大拇指远指端的后端之间均过铰

链铰接，每个铰链的铰链轴外套装一个大拇指复位扭簧；所述大拇指掌骨的手背一侧设有

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所述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的末端与大拇指肌腱a的后端连接，所

述大拇指肌腱a的前端连接于大拇指近指端；所述大拇指远指端的后部设有大拇指远指端

绕线柱，所述大拇指近指端的手背一侧设有大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所述大拇指远指端气

动肌肉的末端与大拇指肌腱b的后端连接，所述大拇指肌腱b的前端连接于大拇指远指端绕

线柱；

所述大拇指掌骨在朝向手心一侧设有连接片，在连接片与连接法兰之间设有大拇指摆

动关节气动肌肉，所述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外套有大拇指复位压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其特征在于：所述弯曲单指气

动肌肉a、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大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弯曲单指

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和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均为气动肌肉，结构相同，各个气动肌肉通

过气动比例阀组与进气装置连接；所述气动肌肉包括可伸缩的管子和接口，可伸缩的管子

的一端接口连接，另一端安装在相应的关节上，各个肌腱与相应的气动肌肉的接口连接；可

伸缩的管子是由橡胶膜片以及内壁面上的无弯曲纤维组成，橡胶膜片为气密封，密封住工

作介质，纤维用于加强强度并产生能量；通过对可伸缩的管子在一端封闭的情况下对另一

端充气，当内部压力增大时，橡胶膜片会沿着径向膨胀，并产生轴向的收缩，从而实现相应

的驱动。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其特征在于：每根弯曲单

指远指端在朝向手心一侧均设有弯曲单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所述大拇指远指端在朝向

手心一侧设有大拇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弯曲单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和大拇指指尖压

力传感器阵列均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气动比例阀组分别与各个气动肌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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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其特征在于：每个铰链的

铰链轴的左右两端分别套有卡簧。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其特征在于：每个弯曲单

指掌骨的后端底部设有弯曲单指销子，所述弯曲单指销子安装在连接法兰的前部上，所述

大拇指掌骨朝向手心一侧设有大拇指销子，所述大拇指销子上连接有弧形件，所述弧形件

位于连接片的前侧并与连接法兰的前部连接；所述连接法兰的后部上设有圆形凸台，所述

圆形凸台上设有六个用于连接工业机械的通孔。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其特征在于：每个弯曲单

指掌骨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每个弯曲单指近指端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均设有带小孔的凸

台，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的前端穿过弯曲单指掌骨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弯曲单指近指端的后

端连接；所述弯曲单指肌腱b的前端穿过弯曲单指近指端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弯曲单指中指

端绕线柱连接；

大拇指掌骨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大拇指近指端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均设有带小孔的

凸台，所述大拇指肌腱a的前端穿过大拇指掌骨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大拇指近指端的后端连

接；大拇指肌腱b的前端穿过大拇指近指端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大拇指远指端绕线柱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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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机器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面上所研究出来的五指灵巧手的初始姿态基本上都属于手掌张开状态，通

过电机或者腱绳以及其他的机械结构来实现对手指的弯曲、弯曲角度的控制。传统的手指

的运动实施方式是通过键绳施加拉力的方式控制张开的手掌闭合，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腱绳

在手指中走线的布局很难去布置，同时手指内部的腱绳的固定方式不合理，容易发生腱绳

与手指的内部结构发生干涉、影响其对手指的控制。同时传统的机械结构结构太繁琐、所占

空间较大、不容易实现手指小巧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机械手指存在结构复杂、手指运动需要额外驱动力的缺陷，本发明

提供了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在不施加驱动力状态下，其初始状态为握着状态

的五指灵巧手，该五指灵巧手施加驱动力后，手指将会张开。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包括用于与工业机械连接的连接法兰以及安装

在连接法兰上的四根弯曲单指和一根大拇指；

[0006] 每根弯曲单指均包括弯曲单指掌骨、弯曲单指近指端、弯曲单指中指端和弯曲单

指远指端，所述弯曲单指掌骨的前端与弯曲单指近指端的后端之间、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

的前端与弯曲单指中指端的后端之间、弯曲单指中指端的前端与弯曲单指远指端的后端均

通过铰链铰接，每个铰链的铰链轴外套装一个弯曲单指复位扭簧；所述弯曲单指掌骨的手

背一侧设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的末端与弯曲单指肌腱a的后端

连接，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的前端连接于弯曲单指近指端；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的后部设有

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所述弯曲单指远指端的后部设有弯曲单指远指端绕线柱，所述弯

曲单指近指端的手背一侧设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的末端与弯曲

单指肌腱b的后端连接，所述弯曲单指肌腱b的前端连接于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所述弯

曲单指近指端上还系有弯曲单指肌腱c，所述弯曲单指肌腱c绕过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底

部，且连接于弯曲单指远指端绕线柱；

[0007] 相邻两个弯曲单指的弯曲单指掌骨之间设有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每个弯

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外套有弯曲单指复位压簧；弯曲单指复位压簧的左右两端分别与

相邻的两个弯曲单指掌骨连接；

[0008] 所述大拇指包括大拇指掌骨、大拇指近指端和大拇指远指端，所述大拇指掌骨的

前端与大拇指近指端的后端之间、所述大拇指近指端的前端与大拇指远指端的后端之间均

过铰链铰接，每个铰链的铰链轴外套装一个大拇指复位扭簧；所述大拇指掌骨的手背一侧

设有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所述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的末端与大拇指肌腱a的后端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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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所述大拇指肌腱a的前端连接于大拇指近指端；所述大拇指远指端的后部设有大拇指远

指端绕线柱，所述大拇指近指端的手背一侧设有大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所述大拇指远指

端气动肌肉的末端与大拇指肌腱b的后端连接，所述大拇指肌腱b的前端连接于大拇指远指

端绕线柱；

[0009] 所述大拇指掌骨在朝向手心一侧设有连接片，在连接片与连接法兰之间设有大拇

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所述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外套有大拇指复位压簧。

[0010] 进一步，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

大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和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均为气动

肌肉，结构相同，各个气动肌肉通过气动比例阀组与进气装置连接；所述气动肌肉包括可伸

缩的管子和接口，可伸缩的管子的一端接口连接，另一端安装在相应的关节上，各个肌腱与

相应的气动肌肉的接口连接；可伸缩的管子是由橡胶膜片以及内壁面上的无弯曲纤维组

成，橡胶膜片为气密封，密封住工作介质，纤维用于加强强度并产生能量；通过对可伸缩的

管子在一端封闭的情况下对另一端充气，当内部压力增大时，橡胶膜片会沿着径向膨胀，并

产生轴向的收缩，从而实现相应的驱动。

[0011] 再进一步，每根弯曲单指远指端在朝向手心一侧均设有弯曲单指指尖压力传感器

阵列，所述大拇指远指端在朝向手心一侧设有大拇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弯曲单指指尖

压力传感器阵列和大拇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均与控制器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气动比例

阀组分别与各个气动肌肉连接。

[0012] 再进一步，每个铰链的铰链轴的左右两端分别套有卡簧。

[0013] 再进一步，每个弯曲单指掌骨的后端底部设有弯曲单指销子，所述弯曲单指销子

安装在连接法兰的前部上，所述大拇指掌骨朝向手心一侧设有大拇指销子，所述大拇指销

子上连接有弧形件，所述弧形件位于连接片的前侧并与连接法兰的前部连接；所述连接法

兰的后部上设有圆形凸台，所述圆形凸台上设有六个用于连接工业机械的通孔。

[0014] 更进一步，每个弯曲单指掌骨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每个弯曲单指近指端在手背

一侧的前端上均设有带小孔的凸台，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的前端穿过弯曲单指掌骨上凸台

的小孔后，与弯曲单指近指端的后端连接；所述弯曲单指肌腱b的前端穿过弯曲单指近指端

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连接；

[0015] 大拇指掌骨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大拇指近指端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均设有带小

孔的凸台，所述大拇指肌腱a的前端穿过大拇指掌骨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大拇指近指端的后

端连接；大拇指肌腱b的前端穿过大拇指近指端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大拇指远指端绕线柱连

接。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表现在：采用一种较为柔性的结构来实现对物体的抓取，

通过气动肌肉对腱绳施加拉力以及扭簧的弹性，实现其力平衡；本发明旨在解决对柔性物

体的抓取，且五指灵巧手的工作需求要求其长时间为抓取状态时，减少能耗。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手背视角下的弯曲单指及其掌骨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手心视角下的弯曲单指及其掌骨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大拇指及其掌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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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4是本发明五指灵巧手总体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指尖力信号采集及抓持规划策略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抓持力闭环控制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抓握物体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5] 参照图1～图7，一种气动肌肉驱动的五指灵巧手主要是由连接法兰9；四根由弯曲

单指远指端5、弯曲单指中指端4、弯曲单指近指端2和弯曲单指掌骨1组成的弯曲单指；一根

由大拇指远指端12、大拇指近指端11和大拇指掌骨16组成的大拇指；气动肌肉以及其他的

附属机械机构组成。

[0026] 所述连接法兰9作为载体，前端与大拇指掌骨16、弯曲单指掌骨1分别通过大拇指

销子14、弯曲单指销子7进行销连接，后端圆形凸台上开有六个通孔，用于与其他物体，例如

工业机器人相互连接。将弯曲单指分别命名为食指、中指、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所述食指与

中指分别和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a81的两端固连，通过控制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

气动肌肉a81的气压即可实现食指与中指的分开和合拢。考虑到气动肌肉只能承受拉力，所

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a81上还套有弯曲单指复位压簧，与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

气动肌肉a81形成力封闭。所述中指与无名指分别和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b82的两端

固连，通过控制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b82的气压即可实现中指与无名指的分开

和合拢。考虑到气动肌肉只能承受拉力，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b82上还套有弯曲

单指复位压簧，与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b82形成力封闭。所述无名指与小拇指分

别和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c83的两端固连，通过控制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

肉c83的气压即可实现无名指与小拇指的分开和合拢。考虑到气动肌肉只能承受拉力，所述

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c83上还套有弯曲单指复位压簧，与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

动肌肉c83形成力封闭。所述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a81、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

b82以及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c83共同作用下实现食指，中指，无名指以及小拇指的

分开合拢。

[0027] 所述弯曲单指主要由弯曲单指远指端5、弯曲单指中指端4、弯曲单指近指端2以及

其他构件组成。所述弯曲单指掌骨1上固连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51，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

肉a51末端固连有弯曲单指肌腱a61，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61前端连接于弯曲单指近指端2。

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51与弯曲单指复位扭簧a71形成力封闭，用于控制所述弯曲单指近

指端2。所述弯曲单指掌骨1与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间还通过铰链连接，铰链两侧套有卡簧

6，用于防止铰链轴的脱落。铰链外还套有所述弯曲单指复位扭簧a71。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

4的后部设有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3，所述弯曲单指远指端5的后部设有弯曲单指远指端

绕线柱8，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上固连有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52，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

b52末端固连有弯曲单指肌腱b62，所述弯曲单指肌腱b62前端连接于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

柱3。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52与弯曲单指复位扭簧b72形成力封闭，用于控制所述弯曲单

指中指端4。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与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4间还通过铰链连接，铰链两侧套

有卡簧6，用于防止铰链轴的脱落，铰链外还套有所述弯曲单指复位扭簧b72。所述弯曲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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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指端2上还系有弯曲单指肌腱c63，所述弯曲单指肌腱63c绕过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3底

部，另一端连接于弯曲单指远指端绕线柱8。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4与弯曲单指远指端5间形

成欠驱动，当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与弯曲单指中指端4发生弯曲时，弯曲单指肌腱c63在所

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与弯曲单指中指端4间的长度增加，导致所述弯曲单指肌腱c63在弯曲

单指中指端4与弯曲单指远指端5间长度缩短，因而导致弯曲单指肌腱c63克服弯曲单指复

位扭簧c73的力发生弯曲。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4与所述弯曲单指远指端5间还通过铰链连

接，铰链两侧套有卡簧6，用于防止铰链轴的脱落，铰链外还套有所述弯曲单指复位扭簧

c73。

[0028] 进一步的，手指的初始状态为握拳抱紧状态，通过每个弯曲单指的弯曲单指复位

扭簧所产生回复的力使其保持握拳的初始状态。每个弯曲单指掌骨1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

每个弯曲单指近指端2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均设有带小孔的凸台，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61的

前端穿过弯曲单指掌骨1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弯曲单指近指端2的后端连接；所述弯曲单指

肌腱b62的前端穿过弯曲单指近指端2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弯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3连接；大

拇指掌骨16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大拇指近指端11在手背一侧的前端上均设有带小孔的凸

台，所述大拇指肌腱a的前端穿过大拇指掌骨16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大拇指近指端11的后端

连接；大拇指肌腱b的前端穿过大拇指近指端11上凸台的小孔后，与大拇指远指端绕线柱连

接。而弯曲单指肌腱则经过关节上面凸台上面的小孔来保持腱绳的稳定，防止弯曲单指肌

腱之间的干涉同时能够更好的保证弯曲单指肌腱的稳定。

[0029] 所述连接法兰9还与大拇指掌骨16通过大拇指销子14形成铰链，所述大拇指掌骨

16在朝向手心一侧设有连接片，在连接片与连接法兰之间设有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

17，所述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17外套有大拇指复位压簧。所述大拇指销子14上连接有

弧形件，所述弧形件位于连接片的前侧并与连接法兰9的前部连接；所述连接法兰9还连接

有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17，所述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17另一端固连于所述大拇指

掌骨16，用于驱动大拇指掌骨16的摆动。所述大拇指复位压簧的上端顶触在连接法兰9上，

所述大拇指复位压簧的下端顶触在连接片上。

[0030] 所述大拇指掌骨16上固连有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15，所述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

肉15末端固连有大拇指肌腱a，所述大拇指肌腱a前端连接于大拇指近指端11。所述大拇指

近指端气动肌肉15与大拇指近指端11的大拇指复位扭簧10形成力封闭，用于控制所述大拇

指近指端11。所述大拇指掌骨16与所述大拇指近指端11间还通过铰链连接，铰链外还套有

所述大拇指复位扭簧。所述大拇指近指端11上固连有大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13，所述大拇

指远指端气动肌肉13末端固连有大拇指肌腱b，所述大拇指肌腱b前端连接于大拇指远指端

线柱。所述大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13与大拇指远指端12的大拇指复位扭簧形成力封闭，用

于控制所述大拇指远指端12。所述大拇指近指端11与所述大拇指远指端12间还通过铰链连

接，铰链外还套有所述大拇指复位扭簧。

[0031] 具体来说，当五指灵巧手需要抓取圆柱形物体时，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51、弯

曲单指气动肌肉b52内部气压减小，所述弯曲单指肌腱a61、弯曲单指肌腱b62以及弯曲单指

肌腱c63向前延展，使得所述近指端、中指端以及远指端发生弯曲。考虑到圆柱体长度不同

以及抓取方式的区别，所述大拇指可能处于向掌心弯曲状态，也可能处于向手背弯曲的状

态。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895075 A

7



[0032] 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上还系有弯曲单指肌腱c63，所述弯曲单指肌腱c63绕过弯

曲单指中指端绕线柱3底部，另一端连接于弯曲单指远指端绕线柱8。所述弯曲单指中指端4

与弯曲单指远指端5间形成欠驱动，当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与弯曲单指中指端4发生弯曲

时，弯曲单指肌腱c63在所述弯曲单指近指端2与弯曲单指中指端4间的长度增加，导致所述

弯曲单指肌腱c63弯曲单指中指端4与弯曲单指远指端5间长度缩短，因而导致弯曲单指肌

腱c63克服弯曲单指复位扭簧c73的力发生弯曲。

[0033] 所述弯曲单指气动肌肉a51、弯曲单指气动肌肉b52、大拇指近指端气动肌肉15、大

拇指远指端气动肌肉13、弯曲单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和大拇指摆动关节气动肌肉17均为气

动肌肉，结构相同，各个气动肌肉通过气动比例阀组与进气装置连接；所述气动肌肉包括可

伸缩的管子和接口，可伸缩的管子的一端接口连接，另一端安装在相应的关节上，各个肌腱

与相应的气动肌肉的接口连接；可伸缩的管子是由橡胶膜片以及内壁面上的无弯曲纤维组

成，橡胶膜片为气密封，密封住工作介质，纤维用于加强强度并产生能量；通过对可伸缩的

管子在一端封闭的情况下对另一端充气，当内部压力增大时，橡胶膜片会沿着径向膨胀，并

产生轴向的收缩，从而实现相应的驱动。

[0034] 所述大拇指远指端12与所述弯曲单指远指端5分别装有大拇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

列18与弯曲单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19。考虑到机器人指尖传感器的观测值容易受到噪声

的干扰，引入贝叶斯滤波对压力传感器阵列采集到的值进行修正。由于传统贝叶斯滤波每

次求解时需要把历次计算结果都计入滤波算法，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会不断增大五指灵巧

手控制器的计算压力。因此，我们引入批处理方法对历次贝叶斯滤波计算结果进行递归，并

将贝叶斯递归的结果代入指尖状态方程得到指尖压力阵列的预测步。五指灵巧手控制器采

样到该时刻指尖力传感器阵列的观测值后，更新其后验分布，得到该时刻传感阵列信号的

修正值，并计入下一时刻的递归解算，从而完成指尖力传感器阵列信号的贝叶斯滤波。控制

器根据力传感器阵列上不同区域力信号的增减，可以判定物体在手中是否发生滑移。如果

物体在手中并未发生滑移，则说明五指灵巧手对物体的抓持保持稳定；如果物体在手中发

生滑移，则有两种可能，即向指尖滑移和向近指端滑移。如果物体向近指端滑移，则说明五

指灵巧手对物体的包络程度增加，对物体抓持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如果物体向指尖滑移，则

说明五指灵巧手对物体的包络程度减少，对物体抓持的稳定性不断减弱，需要改变手指抓

持状态，提高物体抓持的能力。

[0035] 所述大拇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18与弯曲单指指尖压力传感器阵列19不仅为抓

持规划策略提供规划策略提供依据，而且所述弯曲单指以及所述大拇指本身存在有PID闭

环控制。压力传感器阵列采集到力信号后，将有采集到压力信号的压力传感器的值进行累

加并除以有压力信号的压力传感器的单元数，得到压力信号的平均值作为实际压力值。实

际压力值与期望压力值做相减后，得到偏差值，并进入增量式PID控制器进行运算。增量式

PID控制器输出控制量给气动比例阀组，气动比例阀组输出气压给气动肌肉并带动手指弯

曲，从而实现五指灵巧手弯曲单指的闭环控制。

[0036] 本发明在夹持物体时，不用施加额外的力。机械手可以一直抓持物体不松开，极大

的减少了能量的消耗，能够依靠自己结构的特殊性来持续的夹持物体。同时由于其结构的

特殊性，机械手抓持物体的握力恒定，由此，可以来限制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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