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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

像的肌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首先对采集手势肌

电原始信号进行预处理；其次进行特征提取，通

过不同尺寸和概率的采样窗口提取出包括时域、

时频域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转换成图像；然后

将特征图像和其对应的动作标签一起输入到深

度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得到网络模型；最后将

测试数据和训练得到的网络模型输入深度卷积

神经网络中进行预测，得到每段动作所有图像的

预测标签，将这些标签按照多数同意规则进行投

票，票数最高者为该段动作类别。本发明基于特

征图像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识别。使

用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分类方法能够准确

地识别同一被试的不同手势，较准确地识别不同

被试间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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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从公开数据集NinaPro中获取手势动作肌电数据；对肌电信号进行预处理，包括去

除噪声、信号整流及信号归一化，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1.1)带通滤波，原始表面肌电数据带宽为15-500Hz，滤波后为0-25Hz；

(1.2)信号放大；

(1.3)均方根校正；

(1.4)1Hz低通滤波；

(1.5)去除带二义性标签的样本；

(2)特征图像生成，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2.1)使用50ms,100ms，150ms，三种长度的采样窗口对数据进行采样，其中采样窗口的

移动步长为窗口长度的25％；

(2.2)将步骤(2.1)采样后的数据中每个通道的数据提取特征矩阵，具体为：使用10种

单值特征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分别是：两帧信号幅值之差，信号幅值的绝对值之和，信号

幅值的绝对平均值，改进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1，改进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2，信号均方

根，估计肌肉收缩力非线性检测器，估测肌肉收缩力的对数检测器，小波包变换后信号的均

值，小波包变换后信号标准差；

(2.3)将在同一个样本中提取出的所有的特征矩阵使用平行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式作

为颜色通道存储到图像中得到特征图像；平行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式具体为：假设目前得

到了c种特征n个通道的f×f大小的特征矩阵，如果把数据中的n个通道看成类似于图像中

的颜色通道，则将其变成(n×c)×f×f的图像作为输入，才可以充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3)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和手势识别,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3.1)修改VGGNet网络使其适用于特征图像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3.2)由于每个被试的每个手势动作有10次重复数据，因此将10次重复数据按照5:3:2

的比例分割为训练数据，测试数据，验证数据；

(3.3)使用训练数据样本和验证数据样本进行网络模型优化和参数调整；

(3.4)运用步骤(3.1)和步骤(3.3)中得到的网络结构模型和优化后的参数进行网络模

型的训练，训练中至少迭代300次以上；

(3.5)将测试数据输入到步骤(3.3)中的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进行标签预测；

(3.6)将得到的标签按照所属的数据段按照多数同意规则进行投票，得到最后的分类

结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2.2)中，特征矩阵生成方式具体为：假设Ninapro肌电数据片段Vi，Vi是一

个f行c列的矩阵，f是数据片段中的帧数，c是数据片段的通道数，首先要把Vi矩阵以行导向

的方式转化成c个向量vi，每个vi的长度为f，用于生成特征矩阵Pi；Pi是一个行数和列数都

为f的方阵，设Pi中的元素pj,k，其中pj,k∈Pi,0≤j≤f,0≤k≤f，分别为矩阵中的行编号和

列编号；则pj,k＝C(vi,j,vi,k)其中函数C是特征函数，目的是求解vi中两个元素的差异来作

为时序特征的表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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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步骤(3.1)中，使用了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分类识别，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

优秀的VGGNet进行修改，使其适用于步骤(2)生成的特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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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与生物信号相结合领域，具体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对从肌电

信号提取出的特征图像对应的手势进行识别。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计算机视觉、触摸交互、感知计算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感知用户界面

(perceptual  user  interface，PUI)成为了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感知用户界面

是一种人与人及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交互活动为原型的高度互动、多通道的用户界面，它

的目标是使人机交互和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变得一致来达到直观、自然的交互境界。作为

新型人机交互形式，PUI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人机界面，即在人机交互过程

中，计算机能够适应人类的自然交互习惯，而不是要求人适应计算机的特定操作要求。为了

使计算机能够更好地判断和理解人类的交互意图，“生、机、电一体化”是未来人机交互发展

的重要趋势之一，即通过特定的传感设备将生物体的认知或感知信号(如肌电信号)数字

化，并与其他感知或认知通道的信号进行集成融合，自然、协同地完成各种人机交互任务。

[0003] 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很多机器学习方法被用于肌电信号手势识别中，

比如人工神经网络、K近邻、线性判决分析、支持向量机和隐马尔可夫模型。而深度学习方法

很少被应用，本文所使用的卷积神经网路就是一种深度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有点在于，不

需要进行大量的特征提取操作，少量的特征也可以获得很好的识别率。

[0004] 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是一种前馈神经网络，它的

人工神经元可以响应一部分覆盖范围内的周围单元,对于大型图像处理有出色表现。卷积

神经网络是一种特殊的深层的神经网络模型，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神

经元间的连接是非全连接的，另一方面同一层中某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的权重是共享的。

它的非全连接和权值共享的网络结构使之更类似于生物神经网络，降低了网络模型的复杂

度，减少了权值的数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

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

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从公开数据集NinaPro中获取手势动作肌电数据；对肌电信号进行预处理，包

括去除噪声、信号整流及信号归一化等操作，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0008] (1.1)带通滤波(band-pass  filter)，原始表面肌电数据带宽为15-500Hz，滤波后

为0-25Hz；

[0009] (1.2)信号放大(amplification)；

[0010] (1.3)均方根校正(RMS  r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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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1 .4)1Hz低通滤波(零相位2阶巴特沃斯滤波，zero-phase  second  order 

Butterworth  filter)；

[0012] (1.5)去除带二义性标签的样本。

[0013] (2)特征图像生成，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0014] (2.1)使用50ms,100ms，150ms，三种长度的采样窗口对数据进行采样，其中采样窗

口的移动步长为窗口长度的25％；

[0015] (2.2)将步骤2.1采样后的数据中每个通道的数据提取特征矩阵；

[0016] (2.3)将在同一个样本中提取出的所有的特征矩阵使用平行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

式作为颜色通道存储到图像中得到特征图像。

[0017] (3)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和手势识别,其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0018] (3.1)修改VGGNet网络使其适用于特征图像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0019] (3.2)由于每个被试的每个手势动作有10次重复数据，因此将10次重复数据按照

5:3:2的比例分割为训练数据，测试数据，验证数据；

[0020] (3.3)使用训练数据样本和验证(validation)数据样本进行网络模型优化(手工

调整网络卷积层数和全连接层层数)和参数调整(手工调整卷积层的卷积核大小以及全连

接层输出数)；

[0021] (3.4)运用步骤(3.1)和步骤(3.3)中得到的网络结构模型和优化后的参数进行网

络模型的训练，训练中至少迭代300次以上；

[0022] (3.5)将测试数据输入到步骤(3.3)中的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进行标签预测；

[0023] (3.6)将得到的标签按照所属的数据段按照多数同意规则(MajorityVotingRule)

进行投票，得到最后的分类结果。

[0024] 进一步地，步骤(2.2)中，使用了10种单值特征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分别是：两帧

信号幅值之差(D-Value)，信号幅值的绝对值之和(IEMG)，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MAV)，改

进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1(MMAV1)，改进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2(MMAV2)，信号均方根

(RMS)，估计肌肉收缩力非线性检测器(v-order)，估测肌肉收缩力的对数检测器(LOG)，小

波包变换后信号的均值(DWPT-MEAN)，小波包变换后信号标准差(DWPT-SD)。

[0025] 进一步地，步骤(2 .2)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特征矩阵生成方式，具体为：假设

Ninapro肌电数据片段Vi，Vi是一个f行c列的矩阵，f是数据片段中的帧数，c是数据片段的

通道数，首先要把Vi矩阵以行导向的方式转化成c个向量vi，每个vi的长度为f，用于生成特

征矩阵Pi。Pi是一个行数和列数都为f的方阵，设Pi中的元素pj，k，其中pj，k∈Pi，0≤j≤f×

c，0≤k≤f，分别为矩阵中的行编号和列编号。则pj，k＝C(vi，j，vi，k)其中函数C是特征函数，

目的是求解vi中两个元素的差异来作为时序特征的表示。

[0026] 进一步地，步骤(2.3)中，使用了平行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式生成特征图像。平行

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式具体为：假设目前得到了c种特征n个通道的f×f大小的特征矩阵，

如果把数据中的c个通道看成类似于图像中的颜色通道，则将其变成(n×c)×f×f的图像

作为输入，才可以充分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方法首先对采集手势肌电原始信号进行包括信号整

流和信号滤波的预处理；然后进行特征提取，通过不同尺寸和概率的采样窗口提取出包括

时域、时频域的特征，并将这些特征转换成图像(Cost  Matrix)，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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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将第二步特征提取获得的特征图像和这些特征图像对应的动作标签一起输入到深

度神经网络(Deep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中进行训练，得到网络模型；第四步，

将测试数据和训练得到的网络模型输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中进行预测，得到每段动作所有

图像的预测标签，最后将这些标签按照多数同意规则(MajorityVotingRule)进行投票，票

数最高者为该段动作类别。本发明基于特征图像对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识别。使

用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分类方法能够准确地识别同一被试的不同手势，较准确地识别

不同被试间手势。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方法流程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验选取的NinaPro数据集的3个手势集，(a)为5种腕部运动的手势

集，(b)为8种手部姿态手势集，(c)为12种手指运动手势集；

[0030] 图3为本发明平行通道排布方式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所使用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结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特征图像的肌电信号手势识别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4] (1)从公开数据集NinaPro中获取手势动作肌电数据；对肌电信号进行预处理，包

括去除噪声、信号整流及信号归一化等操作，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0035] (1.1)带通滤波(band-pass  filter)，原始表面肌电数据带宽为15-500Hz，滤波后

为0-25Hz；

[0036] (1.2)信号放大(amplification)；

[0037] (1.3)均方根校正(RMS  rectification)；

[0038] (1 .4)1Hz低通滤波(零相位2阶巴特沃斯滤波，zero-phase  second  order 

Butterworth  filter)；

[0039] (1.5)去除带二义性标签的样本。

[0040] (2)特征图像生成，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0041] (2.1)使用50ms,100ms，150ms，三种长度的采样窗口对数据进行采样，其中采样窗

口的移动步长为窗口长度的25％；

[0042] (2.2)将步骤2.1采样后的数据中每个通道的数据提取特征矩阵；

[0043] 本发明使用了10种单值特征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如表1所示，分别是：两帧信号

幅值之差(D-Value)，信号幅值的绝对值之和(IEMG)，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MAV)，改进信

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1(MMAV1)，改进信号幅值的绝对平均值2(MMAV2)，信号均方根(RMS)，

估计肌肉收缩力非线性检测器(v-order)，估测肌肉收缩力的对数检测器(LOG)，小波包变

换后信号的均值(DWPT-MEAN)，小波包变换后信号标准差(DWPT-SD)。

[0044] 表1 新特征集包含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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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0047] 特征矩阵的生成方式如下：假设Ninapro肌电数据片段Vi，Vi是一个f行c列的矩

阵，f是数据片段中的帧数，c是数据片段的通道数，首先要把Vi矩阵以行导向的方式转化成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5654037 B

7



c个向量vi，每个vi的长度为f，用于生成特征矩阵Pi。Pi是一个行数和列数都为f的方阵，设

Pi中的元素pj，k，其中pj，k∈Pi，0≤j≤f×c，0≤k≤f，分别为矩阵中的行编号和列编号。则

pj，k＝C(vi，j，i，k)其中函数C是特征函数，目的是求解vi中两个元素的差异来作为时序特征

的表示。

[0048] (2.3)将在同一个样本中提取出的所有的特征矩阵使用平行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

式作为颜色通道存储到图像中得到特征图像。如图3所示，平行通道式的图像组成方式具体

为：假设目前得到了c种特征n个通道的f×f大小的特征矩阵，如果把数据中的c个通道看成

类似于图像中的颜色通道，则将其变成(n×c)×f×f的图像作为输入，才可以充分利用卷

积神经网络。

[0049] (3)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和手势识别

[0050] 深度学习结构是一种含多隐层的多层感知器。深度学习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形成更

加抽象的高层表示属性类别或特征，以发现数据的分布式特征表示。本发明深度学习结构

是从VGGNet网络结构上修改而来，这种修改使得VGGNet可以对小而深的图像进行很好的识

别，这种网络结构包含如下网络层：

[0051] 1 .卷积层：卷积神经网络中每层卷积层由若干卷积单元组成，每个卷积单元的参

数都是通过反向传播算法优化得到的。卷积运算的目的是提取输入的不同特征，第一层卷

积层可能只能提取一些低级的特征如边缘、线条和角等层级，更多层的网络能从低级特征

中迭代提取更复杂的特征。

[0052] 2 .Relu激活函数：Relu会使一部分神经元的输出为0，这样就造成了网络的稀疏

性，并且减少了参数的相互依存关系，缓解了过拟合问题的发生.

[0053] 3.Max  Pooling层：池化是在卷积特征提取的基础上，对每个卷积特征进行取平均

等，继续缩小隐藏节点对于的卷积特征维数，减小分类器的设计负担。

[0054] 4.全连接层：CNN模型中的全连接层为传统神经网络的隐层.输出层与网络模型的

分类任务相关，全连接层最后的输出数为要识别的手势数量。

[0055] 5.Softmax层：Softmax层是将softmax模型应用于最后训练结果进行回归操作的

层，softmax模型是logistic回归模型在多分类问题上的推广，在多分类问题中，类标签可

取两个以上的值，解决了深度神经网络多分类的问题，具体网络结构如图4所示。

[0056] 该步骤具体包含如下子步骤：

[0057] (3.1)修改VGGNet网络使其适用于特征图像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0058] (3.2)由于每个被试的每个手势动作有10次重复数据，因此将10次重复数据按照

5:3:2的比例分割为训练数据，测试数据，验证数据；

[0059] (3.3)使用训练数据样本和验证(validation)数据样本进行网络模型优化(手工

调整网络卷积层数和全连接层层数)和参数调整(手工调整卷积层的卷积核大小以及全连

接层输出数)；

[0060] (3.4)运用步骤(3.1)和步骤(3.3)中得到的网络结构模型和优化后的参数进行网

络模型的训练，训练中至少迭代300次以上；

[0061] (3.5)将测试数据输入到步骤(3.3)中的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进行标签预测；

[0062] (3.6)将得到的标签按照所属的数据段按照多数同意规则(MajorityVotingRule)

进行投票，得到最后的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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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实施例

[0064] 本发明基于特征图像和深度神经网络对肌电信号手势动作进行判断，根据图1，主

要包含两个部分：离线训练部分和在线识别部分。

[0065] 离线训练部分包括：

[0066] a.通过肌电电极采集到手势的肌电信号并进行整流和滤波处理。我们使用开放数

据集NinaPro进行方法测试，NinaPro数据集已对信号进行整流和带通滤波处理。

[0067] b.利用滑动窗口技术对训练手势进行Cost  Matrix生成，窗口长度为100ms、窗口

重叠百分比为75％。

[0068] c.对各个通道产生的Cost  Matrix进行排列，形成完整的特征图像。

[0069] e .设计适用于特征图像的深度神机网络模型，使用训练集数据样本和验证

(validation)数据样本进行网络模型优化和参数调，运用得到的网络结构模型和优化后的

参数进行网络模型的训练，训练中至少迭代300次以上，得到最终的分类模型。

[0070] 在线识别部分包括：

[0071] a .在线采集到肌电信号，对信号进行带通滤波与整流，与训练数据进行相同信号

预处理

[0072] b.利用滑动窗口技术对训练手势进行Cost  Matrix生成，窗口长度为100ms、窗口

重叠百分比为75％。

[0073] c.对各个通道产生的Cost  Matrix进行排列，形成完整的特征图像

[0074] d.将待识别手势的图像输入到每个已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得到待识别手势属于

每个类别的似然，选择最大似然值对应的类别作为待识别手势的类别。对5、8、12三种手势

集(如图2所示)分别使用三种分类器进行识别的结果：

[0075]

[0076] 判决训练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结合特征图像能够在被试内得到较高的识别率。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5654037 B

9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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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1

CN 105654037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