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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体在运动和静止时都会产生生物电。使用肌电

仪可以提取微弱的生物电用于分析人体行为。人本文介绍

了肌电仪的工作原理。并对口轮匝肌的肌电信号进行采集

并用于协同发音研究。 

Abstract：Muscle cells of human being generate electrical 

potential all the time. We can use electromyograph to record 

the weak muscle signal for analysis the behavior of human 

being.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lectormyography. We record the electromyogram of 

orbicularis oris muscle for coarticul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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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技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日新月异的

飞速发展。而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数字信

号处理技术正是其是发展最快的几个学科之一。

人们出于健康的要求，希望对人体本身有更加深

入的了解。因此，螺旋 CT、MRI 等各种新技术、

新设备都被应用到医疗行业。肌电仪也是其中的

一种，人们用它来检测肌肉的状态。 
1666 年，Francesco Redi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

肌电的概念，但他所说的肌电是专指电鳗的肌肉

产生的电。1792 年，Luigi Galvani[1]提出肌肉收

缩 时 会 产 生 电 。 1849 年 ， 法 国 科 学 家

Dubois-Reymond发现在肌肉收缩时可以用仪器

把产生的肌电记录下来。1890 年，Marey第一次

记录下了肌电图。1922 年, Gasser和Erlanger用示

波器显示了采集到的肌电信号。在 20 世纪 60 年

代，临床上开始使用表面肌电（surface EMG）。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电极的集成技术有了快速

的发展，已经能批量生产足够小和足够轻的电极。

近 15 年来，人们对皮肤表面肌电有了更加深入的

研究，并对如何记录皮肤表面肌电的特性有了更

好的了解。因此，近年来，在医疗上，人们更多

的用表面电极来采集体表的肌电信号，对于深部

肌肉更多的采用针式电极来采集肌电信号。 
自从可以记录肌电信号开始，人们对肌电展

开了研究。人们可以通过检测人体肌肉组织的肌

电信号来来推断肌肉状态与肌肉相关的病情等。

因此，对肌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方面。在语

言学方面，主要是利用肌电信号进行协同发音的

研究，也有人利用肌电信号来做手语识别、无声

语言识别的研究。 
早期的工作大量采用肌电信号进行协同发音

研究。语言学家主要利用肌电信号来检测口轮匝

肌的激活时间。Bell-Berti 和 Harris[2, 3]，Gay[4]，
Gelfer，Bell-Berti，Harris[5]使用 EMG 为参数对

英语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支持嘴唇的协同发

音模型为固定时间模型。其中 Gelfer，Bell-Berti
和 Harris[5]用的是 EMG 和唇运动学这两种参数。

另外，Daniloff 和 Moll[6]对英语；Lubker，
McAllister 和 Carlson[7]，McAllister[8]，Lubker[9]
对瑞典语；Benguerel 和 Cowan[10]对法语；

Magno-Caldognetto 等[11]对意大利语进行了研

究。这些研究用的是 EMG 和/或唇运动参数。他

们认为在以上这些语言中，嘴唇的协同发音模型

不是固定时间模型，而是向前看模型。 
1989 年, Michael S. Morse[12]用肌电信号的

能量，幅值，方差等做为特征来识别 10 个英文单

词，识别率达到 60%。2002 年,Chan[13]发现在强

噪声背景下，加上三路肌电信号可以把语音信号

的识别率从 10%提高到 80%。2005 年,Nan Bu[14]
用肌电信号识别五个日文元音和一个日文辅音

/n/，达到 90%的识别率。国内也有人用肌电做唇

读的研究。2005 年，戴立梅[15]等人对提口肌、

颧肌部分、颈阔肌、压口板和二腹肌前腹采集发

普通话 0 至 10 时的肌电信号。用短时傅立叶变换

对肌电信号进行处理，之后利用 PCA 的方法降维

得到特征用于识别。识别的错识率在 15%以下。

2006 年，许佳佳[16]等人只测提口肌、颈阔肌和

二腹肌前腹这三块肌肉的肌电信号。并用小波的

方法来提取信号中的特征，将其用 BP 人工神经

网络训练和识别。在识别汉语普通话 0 至 10 时，

达到平均 95%的正确率。2006 年，王旭[17]等人

通过检测颧肌和二腹肌前腹的肌电信号来识别汉

语普通话 6 个元音。他用肌电信号的 AR 模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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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倒谱系数和美尔倒谱系数作为原始特征向量，

使用遗传算法找出了原始特征的次优组合,并组

成新的特征向量。将 GA 找出的次优特征向量向

着 fisher 最佳可鉴别基投影得到最佳鉴别特征向

量。最后用改进的 BP 神经网络作为分类器得到

了较好的识别效果。 
 

1 EMG 的工作原理 

1.1  EMG 的工作方式 
对于采集肌电信号，主要有两种方式：1、针

式电极采集方式。2、表面电极采集方式。侵入式

的针式电极，可以较准确的找到需要检测的运动

单元的信号，因此能较精确的反应微小区域里单

个运动单元的活动状态。但能否精准的找到某一

根肌纤维的位置，对操作人员的要求非常高，就

连专业的医生也不能保证一次成功。同时，因为

侵入式的操作不可避免的要使被测的肌肉处于紧

张状态，这对采集到的信号会有较大的不良影响。

而非侵入式的表面电极表面面积比较大，贴在皮

肤表面时，不会有疼痛感。但是得到的信号是整

个覆盖区域内运动单元肌电信号的耦合，对于信

号的后续处理和分析难度较大。 
 

1.2  EMG 的工作原理 
我们知道肌电是在肌肉收缩时产生的。动作

单元（Motor Unit）是肌肉最小的收缩单位。它

是由一个α 运动神经元、运动终板、轴突及神经

未梢支配的肌肉纤维组成。如图 1[18]所示： 

 
图 1 动作单元的解剖结构 

 
肌细胞有四种肌电位，分别是静息电位、动

作电位、终板电位和损伤电位。肌电仪所测得到

肌电信号就是肌细胞的肌电位。 
安静的肌细胞受刺激时，细胞外液中的大量

正钠离子渗放到细胞体中。膜内电位从静息状态

的-90mv迅速上升到 30mv。此过程被称为去极

（在临界电位-65--70mv时，就产生动作电位）。

到顶峰 30mv后，马上开始复极。此时，对正钾

离子和负氯离子的通透性增大。主要是正钾离子

外流和负氯离子内流。这样，肌细胞的电位重新

下降到 0。动作电位的有以下特征：1、有清晰的

阈值，一但产生，幅度和时程就不由刺激的幅度

和时程决定。2、一个动作电位结束后，另一个动

作电位才能产生。两个动作电位之间，必定有一

个安静期。当某个区域产生动作电位后，会与相

邻区域产生电位差，这样电流我们知道，当动作

电位沿着肌肉纤维传导时，可以被针式电极检测

到。这种应在单根肌纤维中动作电位传播的波形

电位被称为MFAP(Muscle Fiber Action Potential)。
动作电位示意见图 2[18]。 

 
图 2 动作电位 

 
一般情况下，总是一束肌纤维同时受到刺激，

不会出现单根受刺激的情况，因此无法测到

MFAP。我们把由同一运动单元控制的一束肌纤

维的 MFAP 之和称为 MUAP(Motor Unit Action 
Potential)。为维持一块肌肉的动作，α 运动神经

元不断对肌纤维束发来刺激。每次刺激产生一个

MUAP，由此可以生成 MUAPT(Motor Unit Action 
Potential Train)。同时由于人体中有体液，因此

MUAPT 会受到附近其它 MUAPT 产生的电场的

影响。所以，我们采集到的表面肌电（sEMG）

信号是多个 MUAPT 信号加上噪声的组合。 
 

2 软硬件设备及其使用 

肌电信号是一种非常微弱的生物电信号。因

此想得到肌电信号，必须把采到的信号前置放大。

我们实验室所使用的是澳大利亚的 GUGER 
TECHNOLOGES 公司生产的生物电放大器

g.BSamp。 
它的前侧面板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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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BSamp 前侧面板接口示意图 

 
其中共有 16 组输入端口。这 16 组端口又按

垂直方向分为 8 组模块。水平方向相邻的两个端

口（一红一黑）为一组。每两组端口共用一个黄

色的接地端口。每个端口都可以连接一个电极。

其中正电极接到红色端口，负电极接到黑色端口。

每组端口都被预先定义为检测某些特定信号。具

体如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所示： 
1 2 3 4 5 6 7 8 

EEG EOG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MG ECG 

表 1 端口使用分配 

 
其中，EEG(electroencephalo-graph)表示脑电

图 ， EOG(electro-oculogram) 表 示 眼 电 图 ，

EMG(Electromyographic)表示的是肌电图， ECG
（Electrocardiograph）表示的是心电图。 

它的背侧面板如图 4所示。 
 

 
图 4 g.BSamp 背侧面板接口示意图 

             
要注意的是，产家声明装有心脏起搏器或其

它电子刺激产品的人不能使用此设备，因为此设

备会给人体带来危险。 
从电极采到的信号经过生物电放大器的前置

放大，再输入到肌电仪中进行模拟信号和数字信

号的转换及后续处理。常见的肌电仪的产家及型

号有很多。主要的有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生产

的MEB-2200 系列，MEB-9204，MEB-9400 系列，

芬 兰 的 Mega Electronics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ME6000。 
我们实验室购买的是新西兰ADInstuments公

司生产的Powerlab ML880 16/30。它的前部面板

如图 5所示。 

 
图 5 ML 880 16/30 前侧面板接口示意图 

 
前侧面板上有如下端口： 
1、BNC 输入端口：用于记录外部输入的模

拟信号。每个 BNC 端口之间采集的信号都相互

独立。我们可以用 Chart 或 Scope 对每一个 BNC
端口分别进行设置。输入信号电压的范围是

-10V~+10V。如果输入的电压超过 15V 就会损

坏电路。 
±

2、BNC 输出端口：从 powerlab 输出电压信

号。 
3、BNC 触发端口：从外部引入一个同步信

号。 
4、DIN 输入端口：也用于记录外部输入的

信号。要注意的是和 BNC 端口不能同时用于记

录输入信号。但两种端口可以同时用于不同的通

道，比如一路用于输入，另一路用于输出。 
其背部面板如图 6所示: 

 
图 6 ML 880 16/30 背部面板接口示意图 

 
背部面板上有如下接口： 
1、 电源接口。 
2、 保险更换接口。 
3、 数字信号输入端口与数字信号输出端

口：用于连接 TTL 设备。 
4、 串行口：用于将来扩展，不可用于连接

计算机。 
5、 USB 接口：将 powerlab 连接至计算。 
6、 I2C端口：用于连接前端（front-end）设

备。由于我们没有购买前端设备，所以

这里不做深入介绍。 
 

为配合PowerLab的使用，ADInstruments公司

提供了软件Chart和Scope。本文只介绍实验中所

用到的Chart，如图 7所示。 

电源开关 保险丝 肌电仪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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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hart 软件界面 

Chart可以对每一个输入端口的信号分别进行

设置，并实时显示。还可以对数据进行保存，统计

分析。 
根据具体使用情况，我们将要使用的功能分别

以英文字母A—E标出。 
A：设置菜单，其中可以设置每次录制几个信

道。 
B：分别对每个信道设置分辩率。 
C：所录制的信号的电压范围。 
D：对录制的信号进行处理，比如滤波。 
E：对录制的信号水平方向的显示比例进行设

置。 
F：开始录制。 

 

3 实验设计及结果 

人在发音时，脸部有很多肌肉都会协同工作。

口轮匝肌是最重要的参于发音的肌肉之一。以圆

唇元音/u/为例，在发音时，口轮匝肌会有一个从

松驰到紧张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肌电图中发现，

肌肉在松驰状态和紧张状态时，肌电信号处于两

种不同的模式。因此我们可以从肌电图中检测出

口轮匝肌开始紧张的时刻，即口轮匝肌的激活时

刻。早期的协同发音研究大多是研究声学信号和

口轮匝肌的激活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而找出嘴唇

协同发音的模式。我们的实验将检测人在发音时，

口轮匝肌右侧嘴角处的肌电激活状态。 
人体肌肉并不是一个点，因此表面电极贴在

皮肤的哪个位置将极大的影响采到的肌电信号的

质量。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把电极分为两类：参

考电极和测量电极。参考电极应放在肌电信号弱

的肌腱处，而测量电极应放在相关肌肉的肌腹处。

另外，电极之间的距离不宜过近以防止电极之间

的电流相互干扰，也不宜过远，使两电极之间所

测得的信号没有相关性。一般说来，两电极之间

的距离设到 2cm左右。另外，要注意的是，皮肤

表面的油脂等污垢都会产生噪音，而肌电信号本

身就非常微弱，极易受噪音干扰。所以在贴表面

电极之前，要用酒精擦拭待测部位的皮肤去除污

垢以减少干扰。同时要在表面电极的凹陷处填入

导电膏以加强电极的导电性能。对于本实验中参

考电极和测量电极的位置，见图 8[19]。 

A 

 
图 8 人脸头部测量不同肌肉电极位置 

 
对于 Chart 软件，推荐设置为：采样率：

1000k/s。带通滤波：低频的截止频率为 20HZ，
高频的截止频率为 500HZ。量程：推荐为 100mv。 
图 9为发音人在发圆唇元音/u/时右侧嘴角口轮匝

肌的肌电信号。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口轮匝肌开始

激活的时刻。 

 
图 9 发圆唇元音/u/时右侧嘴角口轮匝肌的肌电信号 

 
由于尚未设计完成所要采集的词表，因此我

们将在将来的工作中结合语音信号进行汉语普通

话嘴唇协同发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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