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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概率分布区间的纳米操作机器人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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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机器人化纳米操作中, 由于探针在任务空间中位置不确定性
随着时间和探针移动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使得探针无法精确定位, 导致纳米操作效率低下. 针对此问题, 本文参考宏观
机器人利用路标定位的策略, 提出基于概率分布区间的探针路径规划方法, 在分析路标观测中探针定位精度的基础上,
通过定义概率分布区间规划探针扫描路径以及观测距离, 建立路标邻接矩阵. 然后使用Dijkstra算法和蚁群算法对纳米
操作的探针进行路径规划. 仿真与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最后针对任务空间中缺乏路标的情况, 提出主动配
置路标方法, 进一步有助于推动AFM纳米操作在微纳器件装配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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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tom force microscopy (AFM) based robotic nano-manipulation, there is tip position uncertainty in the
task space which is in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tip moving and time, which results in low positioning accuracy of the
tip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nano-manipulation. As for this problem, a method of positioning tip based on the probabilistic
distribution region is proposed referring to the macro robot using landmarks positioning strategy. On the foundation of
analyzing accuracy of positioning the tip during the landmark observation, this paper plans the trajectory of the tip observation, defines the observation distance and establishes a landmark adjacency matrix by defining the probabilistic distribution
region. Then the Dijkstra’s algorithm and the ant colony algorithm are used to carry out the path planning of the tip in
nano-manipulatio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illu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Aiming at the lack of landmarks in the task spac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ctive landmark configuration, which promotes AFM nanomanipulation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icro-nano device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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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纳米技术的飞速发展, 半导体工业包括大规
模集成电路的制造, 各种军用、民用微小器件与结构
的加工装配等技术已从微米尺度进入到纳米尺度, 对
精度要求也达到了纳米量级[1] . 目前出现的扫描探针

加工技术有望满足这种要求[2–3] . 扫描探针加工技术
是通过微探针与样品在纳米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如机
械力、热、电场、化学反应等)来改变样品的表面形貌
结构[4] 和对样品进行操纵. 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由于其成像分辨率高、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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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可控性强等特点而成为纳米操作的首选工具
,
在微纳米器件装配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经过近
20年的发展, AFM依然会由于PZT(锆钛酸铅压电陶
瓷管: PbZrTiO3)非线性、系统温漂及其他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8] , 使得探针在任务空间中的位置是分布在
一个范围内, 并且该不确定性范围会随着时间和探针
移动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这样导致探针在任务空间中
难以实现精确定位, 使得基于AFM的纳米操作效率低
下, 阻碍了AFM机器人化操作方法在微纳器件装配中
的实际应用.
[5–7]

在AFM机器人化纳米操作中, AFM探针作为终端
执行器用于构造纳米结构, 例如在电极之间装配纳米
管构建Mems器件. 图1(a)显示了一个纳米装配任务的
例子: 首先需要将探针移到纳米管附近(目标位置), 然
后使用探针将纳米管推到电极之间的指定位置完成
场效应管的装配. 图1(b)显示AFM探针装配过程中
PZT的非线性和系统温漂使得探针位置分布在一个不
确定性范围(蓝色点分布区域)内, 由于探针与被操作
对象间是通过点接触而进行相互作用, 探针位置的不
确定性会导致接触点位置难以控制, 使得装配过程不
可控, 很难将纳米管精确搭接在两个电极之间, 造成
装配任务失败.

性与系统温漂的影响
方法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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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对这两种因素的补偿

PZT补偿模型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传感器的
闭环回路模型, 另一种是基于开环模型的补偿方法.
基于传感器的闭环控制模型具有可靠的补偿效果, 但
这种方法需要在探针驱动器上安装位置传感器, 实现
成本较高, 性价比难于满足要求. 基于开环模型的补
偿方法实现成本较低, 但模型的补偿效果依赖于模型
参数的精确性, 而模型参数的标定过程比较耗费时间,
且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因此也难以实现高精度定位.
系统温漂主要是由于环境温度、湿度的变化使
AFM机械部件收缩和膨胀率存在不一致, 导致探针与
基底样品之间存在漂移. 传统的补偿方法需要在AFM
扫描几个小时后, 系统运行稳定时, 才能执行纳米操
作, 因此该方法耗费时间而且效率比较低.
针对以上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参考宏观机器人定
位中的同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SLAM)方法[11] , 将任务空间中的特征物
作为路标, 采用局部扫描方法观测路标[12–14] , 并根据
探针与路标的相对距离, 对探针位置进行估算. 图1(c)
为采用局部扫描的路标观测方法进行装配, 将纳米管
附近的一个纳米颗粒作为路标, 然后对纳米颗粒进行
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的局部扫描, 并根据探针与路
标的相对位置关系估算探针位置, 以此提高探针在纳
米管周围的定位精度, 从而提升将纳米管精确装配到
两个电极之间的成功率, 实现有效的纳米操作. 由
图1(c)可以看出对纳米颗粒进行局部扫描观测后, 探
针位置不确定性明显降低, 纳米管装配精确度明显提
高.
基于局部扫描的路标观测方法能够明显提高探针
定位精度, 然而在实际过程中, 为了减少探针运动时
间和移动距离, 降低探针的不确定性分布范围, 实现
有效的AFM机器人化纳米操作, 需要对探针移动进行
路径规划.

(c)
图 1 基于AFM纳米操作的器件装配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evice assembly based on AFM
nano-manipulation

为了提高探针定位精度, 有人提出对探针位置进
行模型补偿. 探针位置模型补偿中主要考虑PZT非线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 参考宏观机器人利用路标定
位的策略, 首先建立基于路标观测的探针定位模型,
其次提出基于概率分布区间的路标观测路径规划方
法. 再次针对局部扫描中存在一次扫描和多次扫描的
情况, 在探针不同初始位置与不同扫描方式情况的单
路标定位精度分析基础上, 根据探针移动路径最
短、扫描纳米颗粒(路标)时间最快的准则, 规划探针
在单路标环境下的移动路径. 同时针对探针所在任务
空间中存在多个路标的复杂环境, 定义相邻路标之间
的观测距离建立邻接矩阵, 规划探针路径. 然后采用
Dijkstra方法和蚁群算法[15] 规划探针在路标之间的最
短移动路径, 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最后针对任务点位置附近没有预置路标或与路标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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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较远的环境, 提出了主动配置路标方法和路标邻域
的概念, 为主动配置路标提供指导. 本文所提方法将
有助于推动AFM纳米操作在微纳器件装配中的实际
应用.

2 基于路标观测的探针定位方法研究
2.1 基于路标观测的AFM探
探针定位策略
为了提高探针位置精度, 本文参考宏观机器人采
用观测自身与墙面、墙角与柱子的空间关系进行定位
的方法(如图2(a)所示), 将任务空间中的特征物如纳
米颗粒作为路标, 通过观测探针与路标间的相对距离
关系来估算探针的位置. 在进行观测时, 针对纳米颗
粒进行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扫描(如图2(b)所示),
以此更新探针的位置(本文只讨论水平方向的扫描, 竖
直方向的处理类似). 由于受到系统温漂的影响, 探针
位置可能会发生漂移, 如图2(c)所示. 针对此问题, 探
针需要从当前位置xk 到下一时刻位置xk+1 的扫描线
上观测纳米颗粒中心xkp 的位置, 然后在xkp 位置上预
估探针运动模型值与观测模型值, 采用扩展Kalman滤
波方法进行探针位置最优估算, 如图2(d)所示.

(c)

(d)
图 2 基于随机方法的探针定位策略
Fig. 2 Tip positioning strategy based o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nterval

探针运动模型
探针的运动模型主要描述了探针当前位置xk+1 、
探针前一时刻位置xk 、运动控制量uk 及误差随机
量wk+1 之间的关系, 表达式如下:
xk+1 = g(xk , uk )+wk+1 , wk+1 ∼ N (0, Rk+1 ), (1)
2.2

(a)

式中: g(xk , uk )是状态转移函数, 类似于宏观移动机
器人, 它是xk 和uk 的线性叠加结果; wk+1 是探针位置
的扰动变量, 服从均值为0, 方差为Rk+1 的高斯分布.
在探针一次局部扫描过程中, 探针在纳米颗粒轮
廓中心xkp 位置的估算过程如下:
xk,kp
∗
+ wkp , wkp ∼ N (0, Rkp ),
xkp = xk + lk1
∥x∗k,kp ∥
(2)
式中: lk1 是探针从xk 到xkp 的扫描线长度的随机变量,
∗
是lk1 的均值; xk,kp 是探针从xk 到xkp 的随机矢量,
lk1
xk,kp
∥x∗k,kp ∥是随机矢量均值的模, ∗
表示任务空间
∥xk,kp ∥

(b)

中局部扫描方向的单位矢量; wkp 是误差扰动随机变
量, 它是探针在xk 的噪声量与探针从xk 到xkp 的噪声
量线性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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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观测模型
在k + 1时刻的路标观测是对探针在xkp 位置的观
测, 即路标观测模型为

2.3

ẑ(kp)=h(x̂(kp|k), mj )+vz,kp , vz,kp ∼N (0, Qz,kp ),
(3)
其中
h(x̂(kp|k), mj ) = x(kp|k).
(4)
式(3)是根据探针在xkp 的状态值去推断观测值ẑ(kp),
h(x̂(kp|k), mj )是观测函数, vz,kp 是探针在xkp 位置上
的观测噪声, Qz,kp 是协方差矩阵.
在局部扫描路标的过程中, 探针在xkp 的实际观测
值是路标在地图中的位置mj,xy , 对探针当前位置的更
新值为h′ (xkp , mj ):

h′ (xkp , mj ) = RθT (Sx Rθ mj,xy + Sx Rθ xkp ),
式中: Rθ ∈ R
Sy 是选择矩阵:

2×2

(5)

是局部扫描方向的旋转矩阵, Sx 和

[

]
[
]
1 0
0 0
Sx =
, Sy =
.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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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模型中每次局部扫描观测只能提供探针位置
在一个方向上的更新, 因此本文在进行路标观测时,
针对纳米颗粒进行了两次不同方向且互相垂直的观
测, 以此更新探针在x, y 方向上的位置分布.
探针在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上对纳米颗粒进行
观测时, 只有扫描到纳米颗粒, 才可以估算探针在水
平方向(或垂直方向)的位置. 然而探针的位置是分布
在一定区域内, 因此理论上需要对该区域进行全部探
测, 才能保证探针扫描到纳米颗粒, 在下面一节中对
路标观测扫描路径规划进行了详细讨论.

3

基于概率分布区间的路标观测路径规划
方法

如果探针在纳米颗粒附近的xk 位置分布区域较
大, 则当观测纳米颗粒时可能需要多次扫描(L0 → L1
→ L2 )才能找到纳米颗粒, 如图3所示, 本算法将保证
纳米颗粒探测探针位置不确定分布的全部区域, 同时
根据探针移动距离最短原则进行路径规划设计.

图 3 基于随机方法的路标观测路径规划
Fig. 3 An approach of planning a tip path based on the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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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显示了基于随机方法的路标观测路径规划过
程, 图4显示了这个过程的流程图. 在具体分析之前,
先假设探针在水平与垂直方向的运动误差满足高斯
分布, 探针初始位置分布是在图3(a)中用xk 为中心的
椭圆形蓝色点分布区域表示.
根据高斯分布中的3σ 准则, 椭圆的水平半径与垂
直半径分别为3σx k 与3σy k , 其中σx k 与σy k 分别是探
针在水平与垂直方向的方差. 它们之间满足如下关系:
探针在x水平方向运动时, 水平方差σx k 会随着运
动距离增加而线性增大, 斜率为Kh1 ; 同时垂直方差
σy k 也会有微小线性增加, 斜率为Kh2 .

133

估算探针在水平方向的位置, 本文将整个路标观测过
程中的探针移动分为5步, 具体规划步骤如下:
第1步
步 规划探针沿着L0 从xk 到xk+1 的控制输入
量uk , 判断探针是否扫描到纳米颗粒. 如图3(b)所示,
探针扫描纳米颗粒后, 位置分布区域被分为Area1,
Area2, Area3三个概率分布区域.
① 如果探针在Area2区域, 则扫描到纳米颗粒.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探针移动距离最短原则, 应尽
可能缩短L0 长度. 同时, 为了避免探针在轻敲模式下
扫描到xk+1 位置时“接触”到纳米颗粒, 并推动纳米
颗粒, 本算法中设定探针在xk+1 位置的分布中心到纳
米颗粒边缘的距离为3σx k+1 + RT . 其中σx k+1 为探
针在xk+1 位置的高斯分布协方差根, RT 为探针半径.
根据上述要求, 控制输入量uk 的计算如下: uk 的垂直
分量uy k 为0, 即表示探针在垂直方向位移为0; 水平
分量包括两部分: lk 1 , lk 2 . 其中: lk 1 为探针从xk 位置
移动到纳米颗粒中心xmj 的位移, lk 2 为探针从纳米颗
粒中心xmj 移动到xk+1 位置的位移.

lk 1 可以由下式得到:
√
lk 1 = (xx k − xm k )2 .

(6)

lk 2 的计算方程为
√
3 Kh1 (lk 1 + lk 2 )2 + σ 2 + RT + RP = lk 2 . (7)
对上式进行化简后, 得到lk 2 的一元二次方程, 方
程根需要满足lk 2 > 3σx + RT + RP , 若存在两个根,
取较小值为解.
此时探针的分布区域(Area2)的上边界确定方法如
下:
假定探针经过纳米颗粒上边界xtop mj , 当其到
达xk+1 位置后, 探针位置不确定性分布区域的上边界
由l0 扩张到l1′ (虚线标识), 其高度位置(距离纳米颗粒
√
上边界的竖直间距)为xtop mj + 3 Kh2 lk 2 . l1′ 距离探
针在xk+1 位置分布中心的垂直间距D1′ 为
√
D1′ = (xy mj − xy k+1 ) + RP + 3 Kh2 lk 2 . (8)
图 4 路标局部扫描流程图
Fig. 4 The flow chart of the local scan

探针在y 垂直方向运动时, 垂直方差σy k 会随着运
动距离增加而线性增大, 斜率为Kv1 ; 同时水平方差
σx k 也会有微小线性增加, 斜率为Kv2 .
为使计算看起来简明、清晰, 运算符表示作如下规
定: 控制量ux 为向量, 其包含水平方向分量ux k 、垂直
方向分量uy k ; 位置量xk 为位置随机向量, 其包含水
平方向分量xx k , 垂直方向分量xy k ; 纳米颗粒mj 中
心位置向量xmj , 其包括水平与垂直分量分别为xx mj
与xy mj .
探针在首次扫描纳米颗粒后, 被分割为多个概率
分布区域, 然后通过上下移动和左右扫描纳米颗粒来

② 此次扫描, 如果没有扫描到纳米颗粒, 则判断
探针分布在Area1区域或Area3区域中. 此时, 将探针
竖直往下移动, 进入第2步规划.
第2步
步 规划探针沿竖直方向从xk+1 到xk+2 的下
移控制输入量uk+1 , 为第2次水平扫描做准备.
探针往下移动前, 如图3(b): Area1区域的底部下
√
边界l1 (虚线标识)的高度位置为xtop mj − 3 Kh2 lk 2 .
l1 距离探针在xk+1 位置分布中心的垂直间距D1 为
√
D1 = (xy mj − xy k+1 ) + RP − 3 Kh2 lk 2 . (9)
Area3上边界计算与上述过程类似, 这里不再描
述.
探 针 从xk+1 到xk+2 的 控 制 输 入 量 中ux k+1 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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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y k+1 为探针下移量. 图3(c)显示探针在下移到xk+2
位置后, Area1的底部边界l1 将扩张到边界l2 , 其距离
探针在xk+2 位置分布中心的垂直间距变为
√
D1 + RP − uy k+1 − 3 Kv1 uy k+1 .
(10)
为了保证位置分布在边界l2 上方的探针在沿着
L1 进行扫描时, 能够扫描到纳米颗粒, 先假定l2 与探
针在xk+2 为中心的椭圆分布区域右边界交点为A, 要
求该点扫描到纳米颗粒右侧时分布的误差区域在
xbottom mj 底边上方, 即满足下述公式:
√
D1 + RP − uy k+1 − 3 Kv1 uy k+1 >
√
√
Kh2 (6 σx2 k+1 + Kv2 uy k+1 + RP + RT ). (11)
根据式(11)可以计算出uy k+1 的下移上界.
为了简化计算, 可以先估算式中的Kv2 uy k+1 (探
针下移时导致水平方向上的方差增大). 估算方法是假
定探针下移量uy k+1 越出其所求上界, 使得l2 与纳米
颗粒底部xbottom mj 处在同一条线对齐, 此时

xy k+1 − xbottom mj + D1 +
√
3 Kv1 uy k+1 − uy k+1 = 0.

(12)

上式化简后得到一元二次方程, 方程的根u′y k+1
应满足

0 6 u′y k+1 6 D1 + xy k+1 − xbottom mj .
在得到u′y k+1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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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量uk+4 , 判断探针是否扫描到纳米颗粒. 如图3(f)所
示, 规划方法如同第3步. 此过程中若纳米颗粒能够探
测探针在xk+5 位置的分布区域Area3全部区域, 则路
径规划结束. 反之, 探针将继续上移, 重复上面的过程.
探针在水平方向上观测纳米颗粒, 提高位置精度
后, 需要在垂直方向上观测纳米颗粒, 具体过程是将
探针上/下移RT + 2RP , 再移到纳米颗粒中心上/下方
后, 向下/上移动扫描纳米颗粒, 在垂直方向提高定位
精度.
在以上整个规划过程中, 探针是从任务空间中的
初始点移到纳米颗粒附近后, 通过局部扫描观测纳米
颗粒, 提高探针的位置精度. 然而, 探针在纳米颗粒附
近分布的误差区域越大, 其扫描纳米颗粒次数的可能
性越大. 本文通过概率统计的方法来计算探针经多次
扫描后找到纳米颗粒的“总代价”.
探针在局部扫描纳米颗粒mj 时, 探针可能需要沿
着L0 , L1 , L2 局部扫描3次才能找到纳米颗粒, 其中探
针在Area 1, Area 2与Area 3区域的概率值计算可以根
据概率密度函数(高斯函数)对各个区域进行积分, 分
别得到Pj 0 , Pj 1 与Pj 2 . 由于这些区域是相互重叠后
构成探针位置分布的整个椭圆区域, 其概率值累加和
将大于1, 因此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
n
∑
Pj i = Pj i /
Pj k .
(14)
k=0

(13)

将得到的Kv2 u′y k+1 作为上界替

换式(11)中的Kv2 uy k+1 . 此时式(11)中右侧为常量,
据此进一步估算uy k+1 的上界, 并将该上界值作为探
针下移的控制量.
第3步
步 规划探针沿着L1 从xk+2 到xk+3 的控制输
入量uk+2 , 判断探针是否在Area1区域内. 此过程中的
规划方式如同第一步的规划方式.
① 此次扫描, 如果扫描到纳米颗粒, 则判断探针
位置分布在Area1区域.
如图3(d)所示, 在探针移到xk+3 位置后, 对比探针
在xk+3 的位置分布区域(蓝色虚线)的上界xtop k+3 与
纳米颗粒的上界xtop mj , 若xtop k+3 < xtop mj , 则纳
米颗粒可以探测探针是否在xk+2 位置的分布区域
Area1内. 反之, 探针继续下移, 处理如同第2步, 继续
探测Area1中剩下的区域, 这里不再描述.
② 若探针移到xk+3 后, 没有扫描到纳米颗粒, 并
且纳米颗粒能探测Area1的全部区域, 则判定探针
在Area3区域, 需要向上移动进行下一步规划.
第4步
步 规划探针沿着竖直方向从xk+3 到xk+4 的
上移控制输入量为uk+3 , 如图3(e)所示, 规划方法同
第2步. 此过程为第3次扫描做准备.
第5步
步 规划探针沿着L2 从xk+4 到xk+5 的控制输

该式表示探针在局部扫描纳米颗粒mj 时, 沿着L0
扫描到纳米颗粒的可能性为Area2包围的概率值Pj 0 ;
同理, 沿着L1 扫描到纳米颗粒的概率值为Pj 1 ; 沿着
L2 扫描到纳米颗粒的概率值为Pj 2 .
探针在多次扫描纳米颗粒时, 设定T H 为第k 次扫
描发生的概率阈值, 本文取T H = 0.01. 若探针沿着
Lk 扫描到纳米颗粒的概率值Pj k (k = 0, · · · , n) <
T H , 则认为此次扫描是小概率事件, 不能发生也不计
入到扫描总次数. 由此得到局部扫描“总代价”与扫
描次数(scantimes)、探针期望移动距离的关系可以表
示如下:

Lp j = scantimes × (Pj 0 × Lj 0 +
n−1
∑
Pj k × (Lj k + uy k+1 )),

(15)

k=1

式中: k 为局部扫描次数, Lj k 为探针沿着Lk 扫描到纳
米 颗 粒mj 的 最 短 长 度 距 离, uy k+1 为 相 邻 两 次 扫
描Lj k , Lj k+1 之间探针上/下移动的距离.
以上分析了探针在纳米颗粒附近的xk 位置分布区
域较大的情况, 当探针在纳米颗粒附近的位置不确定
区域较小时, 探针经过一次扫描就能找到纳米颗粒.
如图5所示, 使用探针位置不确定区域的垂直范围
6σy k /Dnp × L0 (Dnp 为纳米颗粒直径)作为探针在这
种情况下的局部扫描“代价”, 即观测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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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路标环境, 为了达到作业位置精度高、探针
移动路径短与探针快速扫描到纳米颗粒的任务要求,
需要对探针的移动路径进行规划.

4.1

单路标环境下的路径规划

探针进行路标观测扫描时, 需要首先从初始位置
移到离目标位置最近的纳米颗粒(路标)周围, 然后在
水平与垂直方向上对路标进行扫描, 如图 6(a)–(d) 所
示, 最后在纳米颗粒附近的 4 个可选位置定位, 如
图6(e)所示.
图 5 探针位置误差分布较小情况下的观测距离估算
Fig. 5 The tip positioning process of four optional positions

在单路标环境下, 为了实现探针在作业位置的精
确定位, 此时需要对探针的路径进行规划. 通常要求
按某一准则(如移动路线的总长度最短、位置精度最

4 探针在任务空间中的路径规划

高等), 在任务空间中沿着一条最优或次优的路线移

在上述路标观测的路径规划基础上, 研究探针在
任务空间中移动路径的规划方法. 探针所在任务空间
中存在单个路标的简单环境和多个路标的复杂环境,

动.
在进行路径规划前, 先分析在不同探针初始位置
和不同路标扫描方式情况下的探针定位精度.

图 6 纳米颗粒附近的探针定位位置
Fig. 6 Tip positioning near the nano-particles

1) 不同探针初始位置下的探针定位精度分析.
针对探针相对于纳米颗粒不同初始位置情况, 通
过仿真结果对路标观测扫描后的探针定位精度进行
分析. 图7中: 红色实线表示探针局部扫描路径, 红色
虚线圈表示探针在当前位置的分布范围, 蓝色虚线圈
表示探针在没有观测更新时的位置分布范围, 通过对
比二者结果可以看出探针位置不确定性分布范围的

(a)

变化情况. 图7(a)表示探针在某一初始位置分布情况
下, 从初始位置移到纳米颗粒左侧, 然后局部扫描纳
米颗粒, 最后在纳米颗粒的下方进行位置估算的仿真
结果. 图7(b)表示在探针初始位置分布范围增大情况
下的仿真结果. 图7(c)表示探针初始位置与纳米颗粒
距离更远的情况下, 通过局部扫描完成位置估算的结
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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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d)分别为探针在4种不同扫描方式下的位置
分布仿真结果, 探针在这4种扫描方式下分别最终
定位在纳米颗粒左、右、上、下4个位置上. 表2显示
了这4种定位情况下, 探针在initial position, P1 , P2 ,
P3 , P4 与P5 六个位置处在x, y两个方向上的位置分
布标准差sigma值.
由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 探针局部扫描路径方式
的变化对探针在目标位置P5 处的定位精度影响很
小, 即探针位置分布范围能够保持一致性.

(c)
图 7 不同初始条件下的探针定位结果
Fig. 7 Results of tip positioning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表1记录了以上3种情况下探针在initial position,
P1 , P2 , P3 , P4 与P5 六个位置处x, y两个方向上的位
置分布标准差σ. 由表1可看出, 3种情况下探针在目
标位置P5 处的位置分布标准差σ值都接近于5 nm.
表中Initial σ代表在initial position位置时探针分布
的标准差. 由此可以得出, 在不同探针初始位置情
况下的探针定位精度具有一致性, 即都保持在一定
范围内.

(a)

表 1 各位置探针分布方差(单位: nm)
Table 1 Standard deviation sigma of tip distribution
at each location in Fig. 7 (Unit: nm)
各位置探针分布
的方差
Initial σ / nm

图5(a)

图5(b)

图5(c)

(5.0 5.0)

(10.0 10.0)

(5.0 5.0)

σ of P1 / nm

(14.0 11.0) (14.0 11.0) (17.8 13.7)

σ of P2 / nm

(3.5 11.0)

(4.4 11.0)

(3.5 13.7)

σ of P3 / nm

(3.5 12.7)

(4.4 12.7)

(3.5 15.1)

σ of P4 / nm

(4.4 12.7)

(4.5 12.7)

(4.5 15.1)

σ of P5 / nm

(4.4 4.8)

(4.5 4.8)

(4.5 4.8)

(b)

2) 不同扫描方式下的探针定位精度分析.
在不同探针初始位置情况的定位精度分析基础
上, 进一步分析探针在路标周围4个可选位置的定
位精度. 仿真实验过程中, 假定探针初始位置分布
条件相同, 计算探针在4种不同扫描方式下的位置
分布方差, 如图8所示.
图8中: 红色虚线圈表示探针在当前位置的分布
范围, 蓝色虚线圈表示探针在没有进行观测更新时
的分布范围, 红色实线表示探针局部扫描路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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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图 8 路标周围4个可选位置的探针定位过程
Fig. 8 The tip positioning process of four optional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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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局部扫描方向, 设定PL2 为第2个规划点. 在剩
余的两个点PL3 , PL4 中选择距离探针初位置最近
的PL3 作为第3个规划点, 再根据局部扫描方向, 确
定 第4个 规 划 点PL4 . 即 探 针 移 动 路 径(黑 粗 线 标
识)规划为initial position → PL3 →PL4 →PL2 →PL1
→ task position, 此路径与其他路径(如红虚线标识
的路径)相比探针移动距离最短, 既能保证探针以最
快的速度到达目标位置, 又能保证其在目标位置的
位置分布误差最小. 若探针在规划完第 1 个点 PL1
后, 需要经过多次才能扫描到纳米颗粒, 那么其在
进行路标观测时的路径规划方法如第3节所述, 这
里不再累述, 只是依然选择离探针初始位置最近的
PL3 点作为探针路径规划的最后一个规划点.

distribution interval

表 2 探针在纳米颗粒周围4个可选位置定位的
误差分布(单位: nm)
Table 2 The error distribution of the tip in four
different scan path in Fig. 8 (Unit: nm)
各位置探针分布
的方差

图5(a)

图5(b)

图5(c)

图5(d)

initial σ / nm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σ of P1 / nm

(14.0 11.0) (7.6 5.9) (14.0 14.2) (7.6 6.5)

图 9 单路标环境下的探针路径规划

σ of P2 / nm

(13.5 11.0) (4.3 5.9) (14.0 4.8) (7.6 4.2)

Fig. 9 Tip positioning in a simple environment

σ of P3 / nm

(13.5 12.7) (4.3 6.2) (6.5 4.8) (8.1 8.1)

σ of P4 / nm

(4.4 12.7) (5.0 6.2) (6.5 4.2) (8.1 4.5)

σ of P5 / nm

(4.4 4.8) (5.0 4.0) (4.9 4.2) (4.4 4.5)

由以上分析可得, 探针在不同探针初始位置和
不同路标扫描方式情况下的定位精度具有一致性.
因此, 在单路标环境下, 为了保证探针在作业位置
的定位精度限定在允许范围内的同时, 又能使探针
快速移到作业点位置的条件下, 提出以下路径规划
准则:
准则 1 观测路标的探针定位位置距离作业点
PTask 最近.
准则 2 探针移动路径最短.
根据这两条准则, 图9显示了单路标环境下的探
针路径规划示意图. 在进行路径规划之前, 探针初
始位置误差分布(initial position)、任务空间中的路
标位置(particle position)、探针的作业点位置(task
position)为已知条件. 为了保证探针在作业点位置
的精度满足要求(准则1), 选择距离作业点最近的路
标定位位置PL1 进行定位, 作为第1个规划点. 假设
探针通过单次扫描路标, 就可以找到纳米颗粒, 则

4.2

多路标环境下的路径规划

在单路标环境下的探针路径规划基础上, 针对
多路标环境下的路径规划, 首先根据准则1选择距
离探针作业点位置最近的路标进行观测定位, 然后
再根据准则2规划探针的路径, 保证探针移动路径
最短.
然而在复杂的路标环境下, 当任务空间中的探
针初始位置距离作业点位置较远, 并且该空间中具
有多个路标时, 探针如果直接移到距离作业点最近
的路标附近进行观测定位, 此时由于移动距离较长,
探针位置不确定性分布区域会变得比较大, 在进行
局部扫描时需要经历多次扫描观测才能找到纳米颗
粒, 导致整个扫描时间变长, 操作效率降低. 在这种
情况下, 若探针先扫描离初始位置较近的路标, 然
后对其附近的一个或多个路标进行扫描观测, 最后
找到离作业点最近的路标进行精确定位. 在此移动
过程中, 由于每个步骤中探针观测距离较短, 探针
位置不确定性分布范围较小, 在进行局部扫描纳米
颗粒时, 可以只扫描一次就能够找到纳米颗粒, 大
量减少了扫描时间. 在此基础上对探针移动路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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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划, 使移动路径最小, 即可得到最优的探针移
动路径.
通过上面分析, 可以得到探针在复杂的路标环
境下定位时, 并不是直接移到距离作业点最近纳米
颗粒的路径最优, 可能需要先找到其他纳米颗粒才
能得到最优路径. 因此根据路径最优的判断准则
“探针观测路标过程中的移动距离最短”, 本文在
任务空间中定义两个路标之间的观测距离, 以观测
距离作为权重建立多个路标的邻接矩阵, 采用最短
路径算法进行路标选择与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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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矩阵中 wij 表示路标 mi 到 mj 的权重, 当 i = j, 设
定wij = 0.
本文设定权重wij 为路标mi 到mj 的观测距离,
即探针在一个路标附近定位后, 到另一个路标附近
进行局部扫描时的最小观测距离(代价).
根据观测距离的定义和式(16)可以得出, 观测距
离即“代价”越小, 探针定位精度越高, 最终的操作
效果越好.

图 10 路标之间的最小观测距离
Fig. 10 The shortest observation distance between landmarks

如图10所示, 在式(15)的基础上, 定义探针从纳
米颗粒mi 到mj 的最小观测距离Lp i,j 为
Lp i,j =
scantimes × (Pj 0 × (Lj 0 + Dist/Dr )+
n−1
∑

Pj k × (Lj k + uy k+1 )),

5
(16)

k=1

式中: Dist为探针从PL3 定位点移动到纳米颗粒P2
左侧的移动距离, Dr 为地图中纳米颗粒所在的空间
范围(地图范围的边长). 式(16)表示探针在mi 附近
定位后移到mj 进行观测的代价.
计算出两个路标之间的观测距离后, 使用以下
方法定义邻接矩阵:
定 义 1 路标集合M = [m1 , m2 , · · · , mn ], 其
中: m1 = (x1 , y1 ), xi , yi 表示路标mi 在任务空间中
的位置, i = 1, 2, · · · , n.
定义 2

路标之间的权重邻接矩阵W :

在路标邻接矩阵建立后, 本文针对复杂多路标
环境中探针路径规划问题, 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一种是使用探针对任务空间中某一特定的纳米颗粒
进行操作的情况, 一种是使用探针对空间中的多个
纳米颗粒进行操作的情况. 为了保证在整个操作过
程中探针移动路径最短、扫描到纳米颗粒最快的准
则, 针对第1种情况, 首先需要计算出空间内各纳米
颗粒之间的观测距离, 以此建立邻接矩阵, 然后根
据 邻 接 矩 阵 采 用Dijkstra方 法 选 择 出 一 条“ 代
价”最小的移动路径, 根据此路径进行探针操作.
第2种情况下, 探针需要操作多个纳米颗粒时, 操作
顺序的不同会使得探针的执行路径不一样. 不恰当
的操作顺序会导致探针在整个操作过程中移动距离
变长, 探针位置不确定性分布范围增大, 最终导致
纳米操作时间长, 精确度低. 本文针对这种情况提
出根据所建立的邻接矩阵, 使用蚁群算法确定出多
个纳米颗粒的最优操作顺序, 并根据此顺序进行探
针操作.
5.1

算法仿真与实验验证
基于Dijkstra方
方法的路径规划

针对需要对任务空间中某一特定的纳米颗粒进
行操作的情况, 本文首先建立邻接矩阵, 然后使用
Dijkstra方法规划出一条移动路径最短且最快扫描
到纳米颗粒的最优路径.
如图11所示, 假设探针在纳米颗粒P1 周围定位
后, 需要通过P2 , P3 , P4 , P5 中的一个路标进行局部
扫描观测, 然后将探针定位到纳米颗粒P6 附近执行
操作. 为了保证在探针移动到P6 时的观测路径距离
最短, 首先需要计算出每两个纳米颗粒之间的观测
距离, 然后建立邻接矩阵, 最后使用Dijkstra方法寻
找最短路径.

第1期

袁帅等: 基于概率分布区间的纳米操作机器人路径规划

本例中邻接矩阵如表3所示, 根据邻接矩阵使用
Dijkstra方法得到探针从P1 通过对P3 进行局部扫描
观测后, 移动到P6 位置进行定位时所消耗的“代
价”最小. 即如图11所示, P1 → P3 → P6 为操作的
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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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定纳米颗粒结构与各纳米颗粒的推动目标
位置;
2) 将纳米颗粒位置与其推动目标位置作为一个
节点, 记录所有纳米颗粒对应的节点信息;
3) 选择两个节点中的纳米颗粒进行观测, 计算
观测距离;
4) 建立各节点之间的邻接矩阵;
5) 使用蚁群算法规划探针在各个节点之间移动
的路径, 即优化路径.
如图12显示了一个纳米结构构建的例子. 在任
务空间中分布了16个纳米颗粒(黄色圆点所示), 需
要控制探针推动其中15个纳米颗粒组成一个正十五
边形, 然后将最后一个纳米颗粒推动到指定位置. 这
16个纳米颗粒中每个颗粒的推动方向如图12(a)中
的白色箭头所示, 最终需要形成如图12(a)中蓝色圆
点所示的结果.

图 11 基于Dijkstra算法的路径规划
Fig. 11 Path planning based on Dijkstra algorithm

表 3 路标邻接矩阵(单位: µm)
Table 3 Adjacency matrix of landmarks (Unit: µm)

P1
P2
P3
P4
P5
P6

P1

P2

P3

P4

P5

P6

0.0000
0.7697
1.0054
0.9678
3.1106
3.1856

0.7697
0
0.9222
0.7295
1.0197
3.1108

1.0054
0.9222
0
0.6956
0.9858
1.0095

0.9678
0.7295
0.6956
0
1.0065
3.0627

3.1106
1.0197
0.9858
1.0065
0
0.7792

3.1856
3.1108
1.0095
3.0627
0.7792
0

(a)

表4依据表3中所建立的邻接矩阵列出了探针从
P1 分别经过P2 , P3 , P4 , P5 到达P6 位置进行定位的
观测距离, 对比得出探针经由路径P1 → P3 → P6 进
行移动时观测距离最小, 验证了基于Dijkstra方法的
路径规划算法的有效性.
表 4 不同观测路径下的观测距离(单位: µm)
Table 4 Observation distance in different path
(Unit: µm)
移动路径
观测距离总和

P1 → P2 → P6
3.8805

P1 → P3 → P6
2.0149

移动路径
观测距离总和

P1 → P4 → P6
4.0305

P1 → P5 → P6
3.8898

5.2 基于蚁群算法的路径规划
在上述路径规划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操作多个
纳米颗粒构建纳米结构的路径规划方法. 本文根据
所建立的邻接矩阵, 使用蚁群算法确定出多个纳米
颗粒的最优操作顺序, 并根据此顺序进行探针操作.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b)
图 12 任务空间中纳米颗粒的位置分布与目标位置设定
Fig. 12 Original position and configuration requirements of
nanoparticles in the task space and the number of
nanoparticles

在纳米颗粒操作过程中, 首先确定每一个纳米
颗粒的初始位置以及它们相应的目标位置, 组成一
个节点, 并进行编号如图12(b)所示. 探针需要按照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140

某顺序将一个纳米颗粒推动到目标位置后, 移动到
下一个纳米颗粒附近进行局部扫描完成探针定位,
再继续执行推动操作, 如此重复, 直到完成最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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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 本文在当前目标位置与下一个节点(可能推
动的纳米颗粒)之间定义观测距离, 建立的邻接矩阵
如表5所示.

表 5 任务空间中纳米颗粒的邻接矩阵(单位: µm)
Table 5 Adjacent matrices of nanoparticles in the task space (Unit: µm)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P16

0.0000
0.4024
0.6482
0.6801
0.5847
0.6563
0.5082
0.5965
0.5006
0.3049
0.2360
0.3139
0.2458
0.2124
0.4013
0.1947

0.4024
0.0000
0.2571
0.2911
0.3012
0.2703
0.1388
0.2079
0.4015
0.1900
0.2714
0.4933
0.4779
0.4331
0.4661
0.3704

0.6482
0.2571
0.0000
0.1659
0.3221
0.2316
0.2184
0.1485
0.4194
0.4000
0.4743
0.5517
0.5679
0.5545
0.4987
0.5444

0.6801
0.2911
0.1659
0.0000
0.2498
0.1645
0.2431
0.1695
0.3442
0.4201
0.4861
0.4847
0.5283
0.5452
0.4263
0.5447

0.5847
0.3012
0.3221
0.2498
0.0000
0.1214
0.2418
0.2564
0.1939
0.3958
0.4532
0.3660
0.4368
0.4720
0.2814
0.4916

0.6563
0.2703
0.2316
0.1645
0.1214
0.0000
0.1799
0.1840
0.1987
0.3114
0.3638
0.3190
0.3742
0.3963
0.2671
0.4056

0.5082
0.1388
0.2184
0.2431
0.2418
0.1799
0.0000
0.1187
0.2950
0.1981
0.2573
0.3837
0.3826
0.3546
0.3523
0.3181

0.5965
0.2079
0.1485
0.1695
0.2564
0.1840
0.1187
0.0000
0.2163
0.2600
0.3109
0.3191
0.3384
0.3533
0.2763
0.3557

0.5006
0.4015
0.4194
0.3442
0.1939
0.1987
0.2950
0.2163
0.0000
0.2858
0.3451
0.2592
0.3250
0.3597
0.1835
0.3801

0.3049
0.1900
0.4000
0.4201
0.3958
0.3114
0.1981
0.2600
0.2858
0.0000
0.1819
0.2509
0.2485
0.2262
0.2274
0.2210

0.2360
0.2714
0.4743
0.4861
0.4532
0.3638
0.2573
0.3109
0.3451
0.1819
0.0000
0.2549
0.2415
0.2075
0.2332
0.1649

0.3139
0.4933
0.5517
0.4847
0.3660
0.3190
0.3837
0.3191
0.2592
0.2509
0.2549
0.0000
0.1953
0.2218
0.1182
0.2394

0.2458
0.4779
0.5679
0.5283
0.4368
0.3742
0.3826
0.3384
0.3250
0.2485
0.2415
0.1953
0.0000
0.1729
0.1366
0.1859

0.2124
0.4331
0.5545
0.5452
0.4720
0.3963
0.3546
0.3533
0.3597
0.2262
0.2075
0.2218
0.1729
0.0000
0.1589
0.1359

0.4013
0.4661
0.4987
0.4263
0.2814
0.2671
0.3523
0.2763
0.1835
0.2274
0.2332
0.1182
0.1366
0.1589
0.0000
0.3007

0.1947
0.3704
0.5444
0.5447
0.4916
0.4056
0.3181
0.3557
0.3801
0.2210
0.1649
0.2394
0.1859
0.1359
0.3007
0.0000

在保证探针定位精度前提下, 提出使用蚁群算
法规划探针操作顺序与观测路径. 图13中: 蓝色圆
圈表示每一个纳米颗粒的初始位置, 黑色圆圈表示
目标位置. 图13(a)表示根据所建立的邻接矩阵, 使
用蚁群优化算法寻找到的最优规划路径, 即探针操
作纳米颗粒的顺序为15, 12, 13, 14, 16, 1, 11, 10, 2,
7, 8, 3, 4, 6, 5, 9, 探针依次将这些纳米颗粒推动到
目标位置, 构建纳米结构.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 本文随机选取两条操
作路径与基于本算法规划后的路径进行对比. 如图
13(b)为随机选取的路径A, 其操作顺序为1, 2, 3, 5,
6, 4, 7, 9, 8, 10, 11, 12, 14, 13, 15, 16, 图 13(c) 为 随
机选取的路径B, 其操作顺序为13, 16, 14, 12, 15, 6,
5, 9, 8, 4, 3, 7, 2, 10, 11, 1, 对比结果如图13和表6所
示.
表6列出了这3条路径下的观测距离, 由表6可以
看出经由蚁群算法规划后的路径进行操作所需要
的“ 代 价 ”为2.499 µm, 而 经 由 随 机 路 径A和 随
机路径 B 操作后的“代价”分别为 3.6094 µm 和
2.7704 µm. 由此可以看出经过本算法提出的路径
规划方法规划后探针操作“代价”最小.
另外, 图14所示显示了基于蚁群算法规划后的
最终实验操作结果, 由图14可以看出通过本算法可
以实现精确的纳米结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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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动路标配置讨论
在纳米操作过程中, 如果探针作业点位置所在
环境中没有路标, 或与路标距离较远, 探针移动到
目标位置后位置精度达不到要求, 此时需要参考宏
观机器人定位方法, 进行主动路标配置.
在动态路标配置过程中, 由于纳米颗粒操作不
稳定, 操作距离越长, 需要的操作次数越多. 为了保
证在路标配置过程中探针操作路径尽可能短, 且探
针定位精度在允许范围内, 本文提出在路标周围确
定出一个区域(称为路标邻域), 首先通过探针的运
动模型计算出路标邻域的边界, 然后将路标推动到
目标位置附近, 使得目标位置包含在路标邻域内,
保证探针定位精度.
路标邻域估算方法如下. 假设路标周围探针的
定位精度(Var(Pi ))和目标位置的精度(Var(Pt ))已
知, 探针从定位位置P1 到目标位置Pt 的移动距离
(dl,t )应当符合以下约束条件:
Var(dl,t ) + Var(Pl ) = Var(Pt ).
图 13 两随机路径与优化路径进行对比
Fig. 13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ptimization path and
other two stochastic paths

表 6 多规划路径之间的观测距离(单位: µm)
Table 6 The observation distance of multiple
planning paths (Unit: µm)
优化路径 路径A 路径B

优化路径 路径A 路径B

1 0.1182 0.4024 0.1953

9

0.1388

2 0.1953 0.2571 0.1359

10

0.1187 0.1819 0.1659

0.26 0.1695

3 0.1953 0.3221 0.2218

11

0.1485 0.2549 0.2184

4 0.1359 0.1214 0.1182

12

0.1659 0.2218 0.1388

5 0.1947 0.1645 0.2671

13

0.1645 0.1729 0.1900

6 0.2360 0.2431 0.1214

14

0.1214 0.1953 0.1819

7 0.1819 0.2950 0.1939

15

0.1939 0.3007 0.2360

(18)

探针运动的误差分布Var(dl,t )随着移动距离
(dl,t )增加而呈线性增大. Var(dl,t )可以通过探针运
动模型进行计算. 如图15(a)–(b)所示, 探针在移动过
程中沿着水平或者垂直方向单步移动, 在观测纳米
颗粒之后, 探针会在纳米颗粒附近定位. 为了简化
路标邻域计算, 假设探针在纳米颗粒中心周围定位,
并且与纳米颗粒中心的间距大于或等于纳米颗粒半
径与探针半径之和, 如图15(c), 这样保证探针定位
后有较高的精度, 同时避免纳米颗粒和探针的碰撞.
根据第4节中对探针定位精度的分析, 纳米颗粒周
围的定位精度近似相等, 这些定位位置可以看成一
个圆, 圆的半径为Rn,t .

8 0.1900 0.2163 0.2163 总和 2.4990 3.6094 2.7704

图 15 探针的移动及定位
Fig. 15 The location and movement of the tip

图 14 纳米操作实验结果图
Fig. 14 The result of nano-manipulation experiment

图16将中心点(0,0)设定为路标位置. 图16中路
标邻域边界根据探针运动模型中探针移动距离和位
置误差的关系进行计算. 式(18)–(19)分别将水平方
差和垂直方差作为约束条件. Var x(∗)和Var y(∗)
用来计算具体某个位置或者某次移动的方差. 平移
量dl,t 的方差通过运动模型进行计算, 且式(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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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导出式(17). 同时满足3个限制条件的区域即
为所要求得的路标邻域(图16中心黑色区域).
Var x(dl,t ) + Var x(Pl ) = Var x(Pt ),

(19)

Var y(dl,t ) + Var y(Pl ) = Var y(Pt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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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满足约束条件的路标邻域范围
Fig. 16 The simulation for the landmark domain of
the target position

在动态路标配置过程中, 需要将纳米颗粒推动
到目标位置附近, 保证目标位置在路标邻域内, 即
完成配置路标. 在纳米操作过程中, 由于推动点位
置、大小、方向和动态模型的误差, 导致操作结果的
不稳定. 为了达到目标需要进行多次操作, 并且操
作的结果也与操作员的经验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动
态路标配置方法可以采用虚拟夹具等方法[16] , 提高
纳米操作效率.

7 结论
针对AFM纳米操作中探针位置不确定性造成纳
米操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本文在建立探针运动模型
与路标观测模型基础上, 提出基于概率分布区间的
AFM纳米操作机器人路径规划设计方法. 在分析探
针局部扫描路标的观测过程基础上, 采用观测距离
构建邻接矩阵, 并采用最短路径算法与蚁群算法对
AFM探针的操作路径进行规划. 仿真与实验表明,
本文所提出的AFM探针路径规划方法可以在单路
标环境和多路标环境下最优规划探针路径, 提高纳
米操作效率. 最后讨论了主动路标配置方法, 这对
促进AFM纳米操作在微纳器件装配的实际应用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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