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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一种基于MsP430的便携式中风康复仪设计。它采用气动人工肌肉驱动用于急性期和重症中风病人做主被动运动，能够实时、准确的控制肢体运 

动，并根据反馈的肌电信号调整控制参数，防止肌肉过度疲劳和肌肉损伤，它具有体积小、成本低等特点，特别适用于家庭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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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育 

我国是中风病的高发地区之一，在幸存者中约70％一80％的病人留有不 

同程度的残疾。对于中风病人，对其偏瘫部位进行康复训练是十分重要和 

关键的医疗手段，及早进行康复训练可以大大减少残疾的可能性[1]。 

1谓练方法 

伸展与抓握是上肢的最基本和最常用的功能，伸展的动作包括肩， 

肘，腕关节的协调运动而促使手通过一定的空间达到不同的目标，当上肢 

在环境中自由的伸展达到某一目标时，可以观察到手的运动轨迹从起点到 

终点大约是一条直线。这需要协同肩，肘，腕关节角度。这种协调可能相 

当复杂，需要同时考虑运动学因素 (关节角度)和动力学因素 (关节力 

矩)。这种手的直线运动现象在正常人中很早已进行了研究[2]。对偏瘫患 

者研究发现，当要求患者进行有目标的伸展运动时，肩，肘关节协调性的 

损害会导致对直线运动轨迹的偏离[3]。而在脑卒中后，肌力的下降伴随着 

关节协调功能的损害，进而影响了上肢抗重力的稳定性并限制了其伸展功 

能[4]。因此采用这一原则对患者进行伸展训练。 

根据以上分析，本系统选用直线运动作为运动轨迹。患者可主动完成 

水平面内推直线动作，即自由推直线。如图1所示，A点为远端极限位置， 

B点为近端极限位置。患者尽量控制实际轨迹按目标轨迹运动，如果患者没 

有肌力完成动作，仪器会帮助患者完成。或者仪器完全带动患肢做被动的 

直线运动。 

图i 患者进行直线训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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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气动人工肌肉控制系统组成框图 

肌电信号 

2系统组成 

本文所设计的中风康复仪充分考虑了康复仪器的便携性、经济性和安 

全性，用MSP430F4131PM作为主控制器和信号处理器，利用气动人工肌肉驱 

动肢体运动。由于多数患者训练部位的神经功能受损，在训练过程中人脑 

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取有关肌肉活动情况的反馈信息。因此采用肌电反馈 

实时监测肌肉状态，根据反馈信号对控制系统的训练参数做出调整 

训练装置是采用气动人工肌肉驱动肢体运动，~SP430F413IPM作为主 

控制器和信号处理器[5]，用于控制气动人工肌肉的伸缩和设定气动人工肌 

肉的伸缩时间和保持时间。 

气动人工肌肉是一种由橡胶管和外套纤维编织网组成的可由气压控制 

其收缩的直线驱动器。气动人工肌肉的刚度可通过控制橡胶管内的气压实 

现[6][7]。由气源提供压力为0．6-0．9MPa的压缩气体，压缩气体由导管经 

过压力比例阀送入气动人工肌肉中。通过控制压力比例阀上所加的电压即 

可控制气动人工肌肉中的气体压力，加压后的气动人工肌肉输出收缩张 

力。因此通过对压力的控制即可达到使肢体运动的目的。气动人工肌肉内 

部的气压可以通过压力传感器测得，将测得的数据进入控制电路。控制电 

路中的MSP430F413IPM有A／D转化模块会把模拟量变为数字量，然后控制器 

将测定压力值与设定值相比较，并通过控制压力比例阀来消除两者之间的 

误差，达到保证气动人工肌肉内压力恒定的目的。气动人工肌肉内部压力 

发生变化就会发生轴向收缩，有力的输出使关节转角发生变化 

表面肌电信号中往往夹带着低频的 (接近直流)和高频的干扰信号， 

真正有用的肌电信号的频率范围大致在10—500Hz之间。所以，从表面电极 

检测出的信号首先进行隔直处理 (高通滤波)，高通滤波后的信号放大， 

放大后的信号被接入截止频率为600Hz的三阶巴特沃思有源低通滤波器，用 

来滤去高频干扰信号，50Hz附近是肌电信号非常活跃的频率段，只有准确 

的滤除50Hz的干扰而不去掉别的有用信号才能获得最佳效果，以工频 

50Hz为中心频率的陷波滤波器将进一步提升输出信号的信噪比[8][9]。 

擞H 泼器H H H MSP430F41 31PM 
图3 表面EMG信号预处理过程 

通过AR模型求出肌电信号的功率谱，计算出其特征值，这时把特征值 

参数与设定好的疲劳阈值比较，如果比疲劳阈值高，自动使单片机完成一 

个循环后调整控制参数，否则按设定的参数继续工作。 

3结论 

本文用MSP430F413IPM作为信号处理与控制器。表面肌电信号的幅值 

随着疲劳增强而升高：但表面肌电信号的中值频率随疲劳的增强而降低。 

利用该规律，通过设定训练时的疲劳阈值，系统可以检测到疲劳的产生， 

并能根据反馈信息对训练参数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此防止疲劳损伤，并对 

患者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所提出的中风康复仪系统硬件体积小、重量轻，适合在家中使用。还 

可以通过液晶显示肢体做被动运动的次数和时间，以及肌电信号的特征参 

数，使病人可以直观的知道自己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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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聆听者在不同介质中运动时，所观测到的声波频率会发生变化。当 

实现运动声源时，如果声源与聆听者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很快，也必须对 

多普勒效应加以模拟。 

3．2．6起止时间 

声音的触发与结束应与实体的行为紧密结合，可通过消息机制进行控 

制。 

4基于DirectSound的3DeE拟声音生成 

4．1 Di reotSound介绍 

Microsoft DirectX是用于游戏开发和高品质多媒体应用程序开发的 
一

系列底层程序接口，DirectSound是其中的一个组件，它能够迅速播放声 

音并且在更高的层次上操纵所有的硬件资源 在没有任何辅助的前提下， 

DirectSound能够真实地重现声音的效果。著名的虚拟环境开发平台Vega中 

的声音特效模块其底层就是基于DirectSound实现的。 

4．2 D i rectSound的工作流程 

谈到DirectS0und的工作流程，首先要从 “从声音缓冲区”对象说 

起。一个”从声音缓冲区”对象代表一个声源，这个声源既可以是 “静态 

的声音缓冲区对象”，也可以是 “动态的声音缓冲区对象”。开始就要建 

立 “从声音缓冲区”对象，当然， “从声音缓冲区”对象是可以建立多个 

的，若想同时播放多个声音的话。播放 “从声音缓冲区”对象时， 

DirectSound从每个缓冲区中取出数据，然后在 “主缓冲区”中进行混音。· 

混音时，它会执行所有必要的格式转换。同时，它会处理所有特殊效果。 

在 “主缓冲区”中混音后，声音即送往输出设备。 

当硬件缓冲区和硬件混音设备空闲时，DirectSound自动地将尽可能 

多的声音对象送人硬件内存中。留在主机系统内存中的声音对象由 

DirectSound进行软件混音，并以流的方式与硬件缓冲区中的声音对象一起 

送人硬件混音器。 

4．3影nR3o声音效果的主要因素在Di rectSound中的实现 

4．3．1距离因素 

在DirectSound中通过分别设置声音对象和聆听者对象的空间位置来 

确定声源和聆听者之间的距离，再通过设置声音对象的最小、最大距离属 

性，聆听者的衰减系数属性实现距离因素对声音听觉效果的影响。其中最 

大距离是假定音量不再下降的距离，最小距离是音量不再增加的距离。根 

据衰减系数属性的设置DirectSound可以忽略、放大或给出和真实世界中相 

同的效果，聆听者对象的衰减系数属性是全局的，该属性的设置会影响所 

有声音的衰减速率，想改变单个声音的衰减速率应通过改变三维声音缓冲 

区的最小距离属性。 

4．3．2方位因素 

在DirectSound中通过设置声音对象和聆听者对象的位置以及聆听者 

的方向来自动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相对方位关系，从而DirectSound可以实现 

声音的方位感。聆听者的方向由上向量和前向量决定。 

4．3．3运动因素 

声源和聆听者之问的相对运动会影响它们之间的距离和相对方位，从 

而影响声音听觉效果，因为声源和聆听者之间的相对方位不同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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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TF函数也不同，而距离又会影响声音的衰减。要实现运动声源模拟，首 

先需要懈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运动声源当前的方位快速地调整相应的 

HRTF数据 ，并保证前后两段声信号之间的平滑过渡 。这部分工作 由 

DirectSound在内部完成，对于程序开发人员只需不断更新声源和 (或)聆 

听者的位置，从而不断更新两者之间的距离和相对方位即可。另外。运动 

的声源还会产生多普勒效应，特别是高速运动的声源，因此对于运动声源 

还需要考虑多普勒效应 的模拟。对于相对于聆听者运动的声源， 

DirectSound自动为其创建多普勒变换效果，程序开发人员只需正确地设置 

声源或 (和)聆听者的运动速度。 

4．3．4环境 因素 

周围的环境会对声音产生吸收、散射、衍射、干涉等作用，从而会对 

声音的听觉效果产生影响。在DirectSound中环境因素对声音效果的影响可 

以通过为辅助声音缓冲区添加各种声音效果来体现。DirectSound提供了多 

达9种标准声音效果。 

4．4 3D虚拟声音生成的具体实现 

使用DirectSound生成3D虚拟声音的基本步骤是： 

(1)创建声音设备对象。 

(2)显式创建主缓冲区对象，通过主缓冲区对象获取3D聆听者对 

象 。 

(3)创建2D声音缓冲区对象 

(4)从WAY文件或资源读取声音数据到私有缓冲区。 

(5)将数据放入2D声音缓冲区中。 

(6)通过2D缓冲区对象获取3D声音缓冲区对象，在获取3D声音缓冲 

区对象时，必须指定DSBCAPS
_ CTRL3D标志和空间化声音的3D算法。 

(7)为3D声音缓冲区对象和聆听者对象设置合适的相关属性值。 

(8)播放3D声音缓冲区数据。 

5鳍柬语 

3D虚拟声音技术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涉及听觉心理学、听 

觉生理学、多传感器集成与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并行处理技术和高性能 

计算机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虚拟环境中的3D虚拟声音技术研究，是一个 

具有理论意义及其实用价值的基础课题，使虚拟声音成为虚拟环境的一部 

分，不但降低了对虚拟声音环境中方位感知的混淆，而且提高了虚拟环境 

的逼真感、现实感和沉浸感，为创造合适的虚拟空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所以3D虚拟声音技术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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