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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使用者将n个手指
分别与EMG采集装置的n个信号采集端相连，
打开
虚拟系统，
进入脑机交互界面；
在脑机交互界面
生成有m行n列选择键，
每个选择键分别设置有唯
一的数字标记，
所述n列选择键分别与n个信号采
集端一一对应。本发明将选择键分为多行选闪
烁，
通过操作行内虚拟键判断手指EGM信号，
来确
定目标选择键 ，与现行PC机的键盘输入方式吻
合，
可大大提高功能键的选择效率。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2页

CN 107340863 B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1 .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其特征在于：
采用以下步骤，
步骤1：
使用者将n个手指分别与EMG采集装置的n个信号采集端相连，
打开虚拟系统，
进
入脑机交互界面；
步骤2：
在脑机交互界面生成有m行n列选择键，
每个选择键分别设置有唯一的数字标
记，
所述n列选择键分别与n个信号采集端一一对应；
步骤3：
m行选择键，
行与行之间轮流闪烁，
每次闪烁为整行选择键同时闪烁；
步骤4：
判断在该整行选择键闪烁时，
是否有EMG信号产生，
若否，
则回到步骤3进行下一
行的整行选择键闪烁；
若是，
则设该行为工作行，
进入步骤5；
步骤5：
在工作行中的n列选择键按照顺序进行闪烁，
每个选择键闪烁时，
打标系统发送
对应与该选择键的数字标记插入到EMG采集装置的采样时间轴上；
步骤6：
使用者在需要选择的选择键闪烁时，
与该选择键对应的手指做出相应的动作；
步骤7：
EMG采集装置从与所述数字标记对应的信号采集端采取一段信号作为特征向
量，
n个按键均闪烁完成后，
生成有n个特征向量，
该n个特征向量形成一组特征向量集Di ；
步骤8：
将特征向量集Di中的特征向量通过预处理后，
将特征向量通过分类器进行判断；
步骤9：
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是否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如果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则进入下
一步骤，
否则进入步骤12；
步骤10：
按照步骤5和步骤9循环至少一轮，
得到特征向量集Di+1 ，
判断特征向量集Di和特
征向量集Di+1中的特征向量是否相同，
如果均相同，
按照特征向量集Di 和特征向量集Di+1的
所述目标特征向量确定选择键，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回到步骤5；
步骤11：
判断该选择键是否为结束输出，
如果是，
则进入步骤15，
否则，
进入下一步骤；
步骤12：
判断输入是否完成，
如果输入完成，
进入步骤14，
否则，
进入到下一步骤；
步骤13：
进入到下一个工作行，
按照步骤4至步骤12处理；
步骤14：
则按照输入的选择项执行；
步骤15：
结束选择；
所述步骤8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81：
对该组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数据依次进行包括去除基线漂移、
去除50Hz
工频干扰以及带通滤波在内的预处理；
步骤82：
对预处理后特征向量集Di内的每个特征向量数据求一阶差分，
具体方法为：
di＝xi+1-xi其中，
i表示第i个采样点，
d表示差分后的信号，
x表示采样值；
步骤83：
特征向量集Di＝[d1 ,d 2 ,...,d N]，
该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分别对应工作
行中的n个选择键的闪烁 ，将特征向量集D i 进行分类得到n个分类结果S＝[s 1 ,s 2 ,...，
si ,...,sN]，
其中对分类结果S只保留其最大的前q个分值并将其余置零；
步骤84：
将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进行波形检测，
得到n个波形检测结果Wi＝[w1 ,
w2 ,...,wi ,...,wN]；
步骤85：
将分类结果S和波形检测结果W相乘，
得到Ri＝[r1 ,r2 ,...，
ri ,...,rN]；
步骤9具体为：
遍历Ri ，
若不存在ri>0，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不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进
入步骤12，
若存在ri>0，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进入下一步骤。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0包括以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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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步骤101：
按照步骤5至步骤9循环至少一轮，
得到特征向量集Di+1和对应的Ri+1 ；
步骤102：
比较Ri 和Ri+1中对应位置的元素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 和
特征向量集Di+1具有相同特征向量，
按照特征向量集Di和特征向量集Di+1的所述目标特征向
量确定选择键，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回到步骤5。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84，
包括以下步
骤：
步骤841：
将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依次进行波形检测；
步骤842：
判断波谷在波峰出现以后30-140毫秒的位置出现，
如果是，
则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846；
步骤843：
判断波峰/波谷是否对应整段信号的最大/最小值点，
如果是，
则进入下一步
骤，
否则，
进入步骤846；
步骤844：
判断波峰到波谷这段信号的能量总和是否大于预先设定的阈值P，
如果是，
则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846；
步骤845：
特征向量的波形检查通过，
对应的wi＝1；
步骤846：
特征向量的波形检查没通过，
对应的wi＝0；
步骤847：
得到Wi＝[w1 ,w2 ,...,wi ,...,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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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虚拟现实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虚拟现实(简称VR) ，
又称灵境技术，
是以沉浸性、
交互性和构想性为基本特征的计
算机高级人机界面。他综合利用了计算机图形学、
仿真技术、
多媒体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计
算机网络技术、
并行处理技术和多传感器技术，
模拟人的视觉、
听觉、
触觉等感觉器官功能，
使人能够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境界中，
并能够通过语言、手势等自然的方式与之进行
实时交互，
创建了一种适人化的多维信息空间。使用者不仅能够通过虚拟现实系统感受到
在客观物理世界中所经历的“身临其境”的逼真性，
而且能够突破空间、
时间以及其他客观
限制，
感受到真实世界中无法亲身经历的体验。
[0003] AR又叫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简称AR)。它是一种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
世界信息“无缝”集成的新技术，
是把原本在现实世界的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很难体验到的
实体信息(视觉信息 ,声音 ,味道 ,触觉等) ,通过电脑等科学技术，
模拟仿真后再叠加，
将虚
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
被人类感官所感知，
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简单的来说
VR是全虚拟世界，
AR是半真实半虚拟的世界。
[0004] MR又叫混合现实(Mix reality，
简称MR) ，
既包括增强现实和增强虚拟，
指的是合
并现实和虚拟世界而产生的新的可视化环境。在新的可视化环境里物理和数字对象共存，
并实时互动。
[0005] 全息投影技术也称虚拟成像技术，
是利用干涉和衍射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
三维图像的技术。全息投影技术不仅可以产生立体的空中幻像，
还可以使幻像与表演者产
生互动，
一起完成表演，
产生令人震撼的演出效果。关于全息投影最形象的理解就是《钢铁
侠》中的“贾维斯”。
[0006] 裸眼3D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裸眼看3D电影达到的效果就如同我们现在使用3D眼镜
看3D电影产生的效果。
[0007] 沉浸式的体验使得现有的计算机交互工具如键盘、
鼠标、触控板等很难使用在其
中，
如何开发更适合VR的交互方式成为行业热点，
仍处于探索和研究阶段。
目前主流的交互
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0008] 感觉式沉浸
[0009] 感觉式沉浸，
主要靠采集肢体动作来进行交互。其缺点是设备笨重(通常使用多摄
像头技术完成肢体动作采集)，
结构复杂，
且需要记忆较多的手势命令，
使用场景极其受限。
[0010] 交互式沉浸
[0011] 主要靠动作跟踪和按键控制完成交互。
一般性产品有手柄、摇杆、体感枪、方向盘
等。手柄等设施虽然可实现高效的控制，
但其存在按键较少，
功能单一等问题，
尤其要手持，
影响沉浸感，
需要选择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0012] 肌电 (electromyogram，
EMG) ，
是由肌肉在静止、
收缩、
兴奋等动作产生的生物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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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0013]

申请号为201610973410 .3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
于2016年11月7日申请了一种“虚
拟现实交互方法及装置”，
该方案通过眼睛、
眼球、
视线状态等追踪技术，
获取VR用户的主动
眼睛动作，
执行相应的功能。该专利对主动眨眼的操作要求比较复杂，
并且全程眨眼操作，
并不能完成复杂的输入(如50按键的字符输入等)，
有一定的局限性。
[0014] 因此，
提供一种根据EMG信号准确输入字符的方法及装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1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出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16] 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其特征在于：
[0017] 采用以下步骤，
[0018] 步骤1：
使用者将n个手指分别与EMG采集装置的n个信号采集端相连，
打开虚拟系
统，
进入脑机交互界面；
[0019] 步骤2：
在脑机交互界面生成有m行n列选择键，
每个选择键分别设置有唯一的数字
标记，
所述n列选择键分别与n个信号采集端一一对应；
[0020] 步骤3：
m行选择键，
行与行之间轮流闪烁，
每次闪烁为整行选择键同时闪烁；
[0021] 步骤4：
判断在该整行选择键闪烁时，
是否有EMG信号产生，
若否，
则回到步骤3进行
下一行的整行选择键闪烁；
若是，
则设该行为工作行，
进入步骤5；
[0022] 步骤5：
在工作行中的n列选择键按照顺序进行闪烁，
每个选择键闪烁时，
打标系统
发送对应与该选择键的数字标记插入到EMG采集装置的采样时间轴上；
[0023] 步骤6：
使用者在需要选择的选择键闪烁时，
与该选择键对应的手指做出相应的动
作；
[0024] 步骤7：
EMG采集装置从与所述数字标记对应的信号采集端采取一段信号作为特征
向量，
n个按键均闪烁完成后，
生成有n个特征向量，
该n个特征向量形成一组特征向量集Di ；
[0025] 步骤8：
将特征向量集Di中的特征向量通过预处理后，
将特征向量通过分类器进行
判断；
[0026] 步骤9：
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是否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如果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则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进入步骤12；
[0027] 步骤10：
按照步骤5和步骤9循环至少一轮，
得到特征向量集Di+1 ，
判断特征向量集
Di 和特征向量集Di+1中的特征向量是否相同，
如果均相同，
按照特征向量集Di 和特征向量集
Di+1的所述目标特征向量确定选择键，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回到步骤5；
[0028] 步骤11：
判断该选择键是否为结束输出，
如果是，
则进入步骤15，
否则，
进入下一步
骤；
[0029] 步骤12：
判断输入是否完成，
如果输入完成，
进入步骤14，
否则，
进入到下一步骤；
[0030] 步骤13：
进入到下一个工作行，
按照步骤4至步骤12处理；
[0031] 步骤14：
则按照输入的选择项执行；
[0032] 步骤15：
结束选择。
[0033]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8包括以下步骤：
[0034] 步骤81：
对该组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数据依次进行包括去除基线漂移、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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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50Hz工频干扰以及带通滤波在内的预处理；
[0035] 步骤82：
对预处理后特征向量集Di内的每个特征向量数据求一阶差分，
具体方法
为：
[0036] di＝xi+1-xi其中，
i表示第i个采样点，
d表示差分后的信号，
x表示采样值；
[0037] 步骤83：
特征向量集Di＝[d1 ,d 2 ,...,dN]，
该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分别对应
工作行中的n个选择键的闪烁，
将特征向量集Di进行分类得到n个分类结果S＝[s1 ,s2 ,...，
si ,...,sN]，
其中对分类结果S只保留其最大的前q个分值并将其余置零；
[0038] 步骤84：
将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进行波形检测，
得到n个波形检测结果Wi＝
[w1 ,w2 ,...,wi ,...,wN]；
[0039] 步骤85：
将分类结果S和波形检测结果W相乘，
得到Ri＝[r1 ,r2 ,...，
ri ,...,rN]；
[0040] 步骤9具体为：
遍历R i ，
若不存在ri >0，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不存在目标特征向
量，
进入步骤12，
若存在ri>0，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进入下一步骤。
[0041]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10包括以下步骤：
[0042] 步骤101：
按照步骤5至步骤9循环至少一轮，
得到特征向量集Di+1和对应的Ri+1 ；
[0043] 步骤102：
比较Ri 和Ri+1中对应位置的元素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
Di 和特征向量集Di+1具有相同特征向量，
按照特征向量集Di 和特征向量集Di+1的所述目标特
征向量确定选择键，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回到步骤5。
[0044] 进一步地：
所述步骤84，
包括以下步骤：
[0045] 步骤841：
将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依次进行波形检测；
[0046] 步骤842：
判断波谷在波峰出现以后30-140毫秒的位置出现，
如果是，
则进入下一
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846；
[0047] 步骤843：
判断波峰/波谷是否对应整段信号的最大/最小值点，
如果是，
则进入下
一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846；
[0048] 步骤844：
判断波峰到波谷这段信号的能量总和是否大于预先设定的阈值P，
如果
是，
则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846；
[0049] 步骤845：
特征向量的波形检查通过，
对应的wi＝1；
[0050] 步骤846：
特征向量的波形检查没通过，
对应的wi＝0；
[0051] 步骤847：
得到Wi＝[w1 ,w2 ,...,wi ,...,wN]。
[0052] 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第一，
本发明识别方法这一块采用波形匹配和分类器两种方
法结合使用，
在保证EMG信号被正常检测的同时，
排除了系统对输入信号的误判，
提高了检
测率，
识别度。第二，
本发明将选择键分为多行选闪烁，
通过操作行内虚拟键判断手指EGM信
号，
来确定目标选择键，
与现行PC机的键盘输入方式吻合，
可大大提高功能键的选择效率。
附图说明
[0053]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0054] 图2为虚拟键盘的结构图；
[0055] 图3为其中一个标记数字后的检测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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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
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
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57] 本发明具体实施例如图1至图3所示，
以一种虚拟键盘操作为例，
[0058] 一种基于EMG的交互方法，
其特征在于：
[0059] 采用以下步骤，
[0060] 步骤1：
使用者将10个手指分别与EMG采集装置的10个信号采集端相连，
打开虚拟
系统，
进入脑机交互界面；
[0061] 步骤2：
在脑机交互界面生成有4行选择键和2行按钮，
其中2行按钮分别为退出行
按钮和确定行按钮，
其它4行选择键中的每行分别设置有10个选择键，
每个选择键分别设置
有唯一的数字标记，
4行选择键中的10列选择键分别与10个信号采集端一一对应；
[0062] 自左至右的十列按键分别由左手尾指EMG、
左手无名指EMG、左手中指EMG、左手食
指EMG、左手拇指EMG、右手拇指EMG、右手食指EMG、右手中指EMG、右手无名指EMG、右手尾指
EMG进行操控；
[0063] 当选择4行选择键中的其中一行，
然后从中选择其中一列选择键，
可以确定唯一的
数字标记。退出行按钮和确定行按钮也设置有唯一标记，
该退出按钮 ,可由10个信号采集端
任何一个进行EMG信号输入，
这里采用左手食指EMG进行信号输入，
该确定行按钮也可由10
个信号采集端的任何一个进行EMG信号输入，
这里采用右手食指EMG进行信号输入；
[0064] 步骤3：
4行选择键和2行按钮，
行与行之间轮流闪烁，
4行选择键闪烁时，
每次闪烁
为整行选择键同时闪烁；
[0065] 步骤4：
判断在该整行闪烁时，
是否有EMG信号产生，
若否，
则回到步骤3进行下一行
的整行闪烁；
若是，
则设该行为工作行，
进入步骤5；
[0066] 步骤5：
若该工作行为4行选择键之一，
则在工作行中的10列选择键按照顺序进行
闪烁，
每个选择键闪烁时，
打标系统发送对应与该选择键对应的数字标记插入到EMG采集装
置的采样时间轴上；
[0067] 步骤6：
使用者在需要选择的选择键闪烁时，
与该选择键对应的手指做出相应的动
作；
[0068] 步骤7：
EMG采集装置从与所述数字标记对应的信号采集端采取一段信号作为特征
向量，
10个按键均闪烁完成后，
生成有10个特征向量，
该10个特征向量形成一组特征向量集
Di ；
[0069] 步骤8：
对该组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数据依次进行包括去除基线漂移、去除
50Hz工频干扰以及带通滤波在内的预处理；
[0070] 步骤9：
对预处理后特征向量集D i 内的每个特征向量数据求一阶差分，
具体方法
为：
[0071] di＝xi+1-xi其中，
i表示第i个采样点，
d表示差分后的信号，
x表示采样值；
[0072] 步骤10：
差分之后的特征向量集为Di＝[d1 ,d2 ,...,d10]，
该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
向量分别对应工作行中的n个选择键的闪烁，
将特征向量集Di进行分类得到n个分类结果S
＝[s1 ,s2 ,...，
si ,...,s10]，
其中对分类结果S只保留其最大的前3个分值并将其余置零；
[0073] 步骤11：
将特征向量集Di内的特征向量依次进行波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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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
判断波谷在波峰出现以后30-140毫秒的位置出现，
如果是，
则进入下一步
骤，
否则，
进入步骤16；
[0075] 步骤13：
判断波峰/波谷是否对应整段信号的最大/最小值点，
如果是，
则进入下一
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16；
[0076] 步骤14：
判断波峰到波谷这段信号的能量总和是否大于预先设定的阈值P，
如果
是，
则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进入步骤16；
[0077] 步骤15：
特征向量的波形检查通过，
对应的wi＝1；
[0078] 步骤16：
特征向量的波形检查没通过，
对应的wi＝0。
[0079] 步骤17：
通过步骤15和步骤16得到波形检测结果W＝[w1+w2+wi……+w10]，
将分类结
果S和波形检测结果W相乘，
得到Ri＝[r1 ,r2 ,...，
ri ,...,r10]；
[0080] 步骤18：
遍历Ri ，
若不存在ri＞0，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不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进
入步骤22，
若存在ri＞0，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中存在目标特征向量，
进入下一步骤；
[0081] 步骤19：
按照步骤5和步骤17循环至少一轮，
得到特征向量集Di+1和对应的Ri+1 ；
[0082] 步骤20：
比较Ri和Ri+1中对应位置的元素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则判断特征向量集Di
和特征向量集Di+1具有相同特征向量，
按照特征向量集Di和特征向量集Di+1的所述目标特征
向量确定选择键后，
退出到整行选择中，
进入下一步骤，
否则，
回到步骤5。
[0083] 步骤21：
在退出行按钮处于闪烁状态时，
判断退出行按钮是否被按下，
如果是，
则
进入步骤25，
否则，
进入下一步骤；
[0084] 步骤22：
在确定行按钮处于闪烁状态时，
判断确定行按钮是否被按下，
若有，
则进
入步骤24，
否则，
进入到下一步骤；
[0085] 步骤23：
进入到下一个工作行，
按照步骤4至步骤22重复；
[0086] 步骤24：
则按照输入的选择项执行；
[0087] 步骤25：
结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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