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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OPTIMAL CUTTING SPEED CONFIGURATIONS IN
ROTATIONAL NEEDLE BIOPSY CUTTING SOFT TISSUE
黃品叡 Pin-Jui Huang, 藍貫中 Guan-Jhong Lan, 林啟倫 Chi-Lun Lin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所) Dep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摘要
旋轉切削法是目前應用於切片針取樣或切除較堅韌的軟組織，如鈣化組織，的主要方法之一。針頭旋轉
在切削表面施加剪力，可減低在軸向的切削力，因此可以取得好品質及體積較大的軟組織樣本。為了完
整理解針尖切削速度與針頭旋轉對軸向切削力的影響，本研究提出利用膠合面技術模擬切削軟組織之數
值計算方法。首先以文獻的實驗數據來驗證電腦模型之正確性，再使用驗證後之模型來研究軸向切削力
與力矩對旋轉速度及穿刺速度參數之反應曲面，最後提出在不同的設計情況下之最佳切削速度配置。

關鍵字：真空輔助組織切片術、膠合性介面、旋轉式切削、有限元素法
ABSTRACT
Vacuum-assisted biopsy (VAB) is a widely used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to retrieve breast
tissue samples for cancer diagnosis. The majority of VAB tools utilize a so-called rotational cutting
method, in which the biopsy needle is driven to produce forces at the cutting surface in both lateral
and axial directions. As a result, larger-core tissue samples can be obtaine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surface-based cohesive behavior in a finite element model
that simulates the biopsy needle to cut a soft tissue phantom with simultaneous rot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effect of the cutting speeds on the axial cutting force and cutting torque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otational motion to the biopsy needle would reduce
the cutting force.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the cutting forc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slice-push ratio (the ratio of rotational speed to the translational speed of the needle). The slice-push
ratio of 2 is recommended to minimize the cutting force while only a fairly low rotational speed is
needed. The future work is aimed to include biological tissue materials into the simulation, and
conduct experiments for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Keywords: vacuum-assisted biopsy, surface-based cohesive behavior, rotational cutt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一、緒論
針切片術(needle biopsy)是使用中空
針頭，以不同針頭設計與切削方式來切除組
織樣本，以進行病理診斷與分析。為提高軟
組織之切除品質，旋轉切削法為目前較先進
之切削技術，其賦予針頭平移與旋轉運動，
以同時作用軸向與剪向力於組織之切削平
面上。透過剪向力之導入，除了可以大幅降
低切削時針頭所量測之軸向反力[1]，亦可
減緩組織被切入前之受壓程度[2]。以真空
輔助乳房組織切片術(vacuum-assisted breast
biopsy)為例，降低針頭切削力為獲得良好組

織檢體之關鍵要素，其有助於獲取較大之組
織樣本、保有良好的切口表面，並改善診斷
精確度[5]。研究指出，在針頭結構之設計
上，過大的軸向反力會迫使針頭於切削過程
中出現彎折之現象[6]。除此之外，反力大
小也與病人術中之疼痛感受高度關連[2]。
電腦數值模擬分析有助於目前對於
VAB 技術與知識之拓展，可用來探索各種
可能之切削情況與不同之切削針頭設計。目
前文獻對於旋轉式切削針頭之研究資料偏
少，且數值模型並不存在。本研究結果將增
進我們對於 VAB 技術之改良與器具最佳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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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表面。

2.1 剪向切削力與切壓比

3.2 膠合性介面

過去文獻已發現剪向切削力有助於降
低軟組織之軸向反力。Atkins 等人推導了刀
片於下壓與劃切之同時動作下，對應之軸向
與剪向切削力之理論公式[1]，其中軸向切
削力會隨著切壓比(slice/push ratio, SPR)之
提高而逐漸下降。切壓比為相對於刀具劃切
方向，水平與垂直速度之比值。在旋轉切削
之案例下，切壓比可重新定義為針頭之旋轉
與穿刺速度之比值，或稱轉速比。Meltsner
等人透過施加針頭微小轉速(3-5 rev/s)，成
功減少了切削過程中之切削力與摩擦力
[7]。Han 團隊也研究了針頭在低穿刺速度(2
mm/s)下，轉速比之導入對於軸向切削力之
趨勢影響[8]。
然而從文獻中歸納，我們僅瞭解針頭
於低轉速(3-5 rev/s)或低穿刺速度(2 mm/s)
下，其反力之變化趨勢。考慮到切片刀具設
計、切削技術改良，與實際手術操作之層
面，我們必須瞭解更廣域的切削參數所帶來
之效應與影響。

為了模擬三維的破壞，需要計算膠合
介面的混合模式(Mixed-mode)反應，其中包
括模式一(開口)、模式二(滑動剪切)、模式
三(撕裂剪切)。並使用 Benzeggagh-Kenane
準則來計算破壞強度，分別命名為 GI、GII、
GIII，在各向同性剪切行為的假設下，使得
GII 等 於 GIII 。 在 每 個 模 式 中 ， 使 用
traction-separation relationship 來確定膠合
面元素之失效與否。如圖 2 所示，該關係
可用臨界牽引力（tc）
，初始和最終分離長
度（δmax，δ0）
，初始剛度（K）和總應變
能量釋放速率（GC）來表示， 以 20kPa 的
Gelatin 軟組織假體來說，文獻中所取得之
GC 為 35 J/m2。
為了驗證有限元素模型，進行了兩種
類型的比較。首先將模擬反作用力和扭矩隨
時間的變化與實驗結果[8]在特定的切削速
度下（2 mm / s 和 14 rpm）進行比較，其次，
將模擬的切削力和扭矩曲線繪製在 0 至 5
的 SPR 範圍內，並與實驗研究[8]和數學模
型[1]進行比較。
接下來，我們使用驗證後之模型來找
出在整個參數空間中兩個輸入參數的最佳
配置，進而得到最小的切削力，而這兩個輸
入參數分別為針穿刺速度和 SPR。反應曲面
法被用來找出輸入和輸出間的關係，拉丁超
立方體採樣技術用於在針穿刺速度為 0.5〜
10 mm/s 和 SPR 為 0.5〜5 的範圍內產生 15
個採樣點，採樣點用兩個二次函數近似，進
而使用這些函數繪製出反應曲面。

三、材料與方法
3.1 有限元素模型
我們開發了模擬旋轉針切削過程的三
維有限元素動態模型。我們首先以過去實驗
[8]所使用的參數設置進行模擬與模型驗
證 。 針 管 的 外 徑 為 2.77mm 、 內 徑 為
2.16mm、針尖傾斜角為 12°。而組織假體的
高度、寬度和厚度，分別為 50mm、50mm
及 15mm，且楊氏模量約為 20kPa 的超彈性
材料。其中為表現不可壓縮性，將蒲松比設
定為 0.495。針管最初放置在距離組織假體
2mm 的位置，同時進行平移（穿刺）和旋
轉以切削組織假體，直到達到 12mm 的深
度。穿刺速度設定為 2 mm/ s，SPR 從 0 變
化到 5。
整 體 模 型 使 用 了 一 般 接 觸 (General
contact)的演算法，針管與組織假體之間的
接觸摩擦係數為 0.3，而針尖表面與由斷裂
產生的新表面之間的接觸則假設為無摩
擦，以避免元件的過度變形。且組織假體固
定在其遠端表面以約束針管的軸向運動。我
們將膠合介面插入預定裂縫路徑的兩側，如
圖 1 所示，為一個沿著針頭軸向的薄圓柱

四、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文獻與模擬所得之反力數據繪
於圖 3 進行比較，切削深度為組織上表面
到針頭尖端，組織在模擬中斷裂於切削深度
3mm 時，此處反力與反力矩會有大幅的掉
落，因此我們可以從模擬中得到切削力與切
削力矩分別為 0.369N，而實驗之切削力為
0.368N，誤差率為 2.7%。
我們將轉速比對反力的影響繪於 圖
4，其中包含了模擬結果、實驗數據[8]和理
論模型[1]。為了使三種數據能互相比較，
切削力與切削力矩皆正歸化，fv 為垂直於切
削面之力和 fH 為平行於切削面之力，三種
方法皆顯示當轉速比從 0 增加到 2 時，fv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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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下降，但是隨著轉速比繼續上升，此下
降速率會大幅減少，在 fH 的部分，三種方
法都顯示了當轉速比從 0 增加到 1 時，fH
會迅速上升，但隨著轉速比繼續上升，fH
幾乎不會在變動。
我們將切削力對應穿刺速度、轉速比
的反應曲面繪成圖 5，我們將模擬的數據用
二次函數來擬合，而其標準差為 1.58%。我
們發現切削力之變動相較於穿刺速度而
言，對轉速比的改變較為靈敏，若不考慮轉
速比，當穿刺速度不斷上升時，切削力會先
下降到達反曲點再上升。反曲點的位置會受
到轉速比的影響，當轉速比較小時，反曲點
發生在較低的穿刺速度，但當轉速比上升
時，反曲點會發生在較大的穿刺速度。我們
做了切削力與轉速比在三種不同穿刺速度
下的關係，顯示於圖 6，分別為高速(8
mm/s)、中速(5 mm/s)、低速(2 mm/s)，由此
發現當穿刺速度在中間以下時，切削力會隨
著轉速比的上升而迅速下降，然而當高速
時，切削力會下降的較慢，且當轉速比為
3.55 時會轉為上升。
另外，切削力與穿刺速度在三種不同
的轉速比下的關係如圖 7 所示，分別為高
轉速(5)、中間轉速(2)、低轉速(0.5)，在三
種情況下，切削力都會隨著穿刺速度的增加
而下降，但當穿刺速度到達一定門檻值後都
會轉為上升，當轉速比較低時，門檻值為
6.8 mm/s，隨著轉速比上升門檻值也會向左
移，轉為 4.7 mm/s，另外，當切削力過了門
檻值後會隨著轉速比上升而上升的更劇烈。

4.1 最佳化切削速度
切削力的減少會使得針頭有更好的能
力去提高組織檢體的品質與較大的體積。隨
著切削力的減少，病患可以在手術過程中擁
有較低的疼痛感。從反應曲面可知，隨著
va 或 SPR 的上升，並不會總是減少切削力，
最小的切削力出現在 va 和 SPR 分別為 5.18
mm/s 和 3.94。當 va 為低速(2 mm/s)時，需
要較高的 SPR(4.19)來達到最小切削力。但
是，當 va 逐漸提升至高速(8 mm/s)，則僅需
要較低的 SPR(3.55)來達到最小切削力。反
過來觀察，當 SPR 為定值時，切削力不總
是隨著 va 增加而減小。最小的切削力出現
在 va 介於 4.70 和 6.80 mm/s 之間。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使用膠合面的有限元素模型來模擬組
織切片的旋轉切削是可行的，我們將此模型
與實驗及理論模型比較後證明其準確性與
有效性，此模型的成功讓我們能夠使用大量
的參數配置全面地進行研究切削力的反應。
在目前旋轉切削的研究中，針頭之切
削速度皆為低速，本研究將此知識拓展至中
高速區間。本研究結合有限元素與反應曲面
方法可以有效率地降低運算成本並尋求最
佳設計，此方法也可以加入其他設計因子做
結合，像是驅動針頭的馬達需求，進行更全
面的切片針系統設計最佳化。
未來可以在兩個方向上做改善，其一
是讓膠合面的使用更靈活，讓模擬不需預設
切削路徑，其二是發展一個可以獲得三方向
traction-separation relationship 的標準實驗
方法。在這些改進後，此技術不只可用來準
確預測反力，還有裂紋預測，亦可應用於其
他軟組織或骨頭切片術之力學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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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 為 2/mm/s，SPR 為 0.8)

圖 4 SPR 對切削力的影響

七、圖片
圖 5 切削力的反應曲面圖

圖 1 有限元素模型(截面圖)和膠合面之配
置
圖 6 在不同的穿刺速度下 SPR 和 Fa

圖 2 Traction-separation relationship
圖 7 在不同 SPR 下 va 和 Fa 的關係

圖 3 模擬與文獻之反力-位移比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