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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运动想象分类及其

在脑控外骨骼中的应用

唐智川　张克俊　李　超　孙守迁　黄　琦　张三元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　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康复外骨骼领域．由于脑电信号的信噪比低，使得脑机

接口分类率很难提高．因此，有效的脑电特征提取与分类方法成为现在的研究热点．该文创新地采用基于深度学习

理论的卷积神经网络对单次运动想象脑电信号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首先，根据脑电信号时间和空间特征相结合

的特性，针对性地设计了一个５层的ＣＮＮ结构来进行运动想象分类；其次，基于想象左手运动和脚运动设计了运

动想象实验范式，获得运动想象实验数据；再次，将该方法应用于公共数据集和实验数据集并建立分类模型，同时

与其它３种方法（功率值＋ＳＶＭ、ＣＳＰ＋ＳＶＭ 和 ＭＲＡ＋ＬＤＡ）相比较；最后，将从实验数据集中获得的分类模型

（具有最好分类表现）应用于上肢康复外骨骼的实时控制中，验证该文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实验结果表明，卷积神经

网络方法可以提高分类识别率：卷积神经网络方法应用在公共数据集（９０．７５％±２．４７％）和实验数据集（８９．５１％±

２．９５％）中的平均识别率均高于其它３种方法；在上肢康复外骨骼的实时控制中，也验证了ＣＮＮ方法的可行性：所

有被试的平均识别率为８８．７５％±３．４２％．该文提出的方法可实现运动想象的精确识别，为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外

骨骼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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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康复型上肢外骨骼作为一种辅助的治

疗设备，通过智能人机接口，可对处于不同康复期的

脑卒中患者提供不同强度、不同模式的训练［１４］．脑

机接口技术（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ＣＩ）利用脑

电信号（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ｍ，ＥＥＧ）可以实现人脑

与计算机或其它电子设备的通讯和控制，已经大量

应用于康复训练中［５８］．作为一种人机交互的控制手

段，脑机接口技术不仅和其它传统控制方式（表面肌

电信号［９，１０］和力反馈［１１，１２］）一样可以辨识患者运动

意图，还可以帮助神经肌肉系统瘫痪但思维正常的

患者实现与外界的交互．

不同的运动想象（如想象左手、右手、脚、舌的运

动），会使大脑皮层的对应区域的脑电信号产生变

化［１３，１４］．如想象单侧手运动时，在特定频率段大脑

对侧的运动感觉区的 ｍｕ节律和ｂｅｔａ节律能量减

小，而同侧的运动感觉区 ｍｕ节律和ｂｅｔａ节律能量

增大，这种现象被称为事件相关去同步（ＥｖｅｎｔＲｅ

ｌａｔｅｄＤ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ＲＤ）和事件相关同步（Ｅ

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ＲＳ）
［１５］．脚、舌的运

动也会在大脑皮层的相应区域产生类似现象［１６］．基

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系统可以对这些不同的

ＥＲＤ／ＥＲＳ模式进行分类，从而获得上肢外骨骼的

控制信号．

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ＮＮ）是一种多层感知器（ＭＬＰ）的变种，已被广泛

运用于语音识别［１７，１８］和图像识别领域［１９，２０］．基于局

部感受野和权值共享的概念，ＣＮＮ能大大降低网络

结构的复杂度，减少权值的数量［２１］．由于其将原始

特征空间直接作为网络输入层的输入，在网络内部

进行最优化的特征提取和解码，对于样本特征维度

特别高的分类问题有很重要意义．因此，与手工选取

脑电信号特征相比，ＣＮＮ在进行特征提取时更为省

时、省力，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者依靠经验和运气

的问题．

本文创新地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卷积神经

网络对单次运动想象ＥＥＧ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首

先，提出了基于 ＣＮＮ 的运动想象分类方法，优化

ＣＮＮ的结构和参数；其次，将该方法应用于公共数

据集和实验数据集并建立分类模型，同时与其它３

种方法相比较；最后，将从实验数据集中获得的分类

模型（具有最好分类表现）应用于上肢康复外骨骼的

实时控制中，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可行性．

２　相关工作

传统的运动想象分类方法先手工提取ＥＥＧ时

频特征信息，然后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建立ＥＥＧ特

征和运动想象之间的映射关系［２２］．Ｈｕａｎｇ等人
［２３］

使用表面拉普拉斯变换（ＳＬＤ）和功率谱密度（ＰＳＤ）

的特征提取方法，配合支持向量机（ＳＶＭ）的分类方

法进行运动想象识别，并应用于二维鼠标的控制；

Ｌｅｍｍ等人
［２４］则首先使用共同空间模式（ＣＳＰ）进行

特征提取，再使用线性判别分析（ＬＤＡ）进行运动想

象的分类．但由于脑电信号的信噪比低，脑机接口面

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分类率低，一些基于传统方法

（特征提取和分类模块分离）对左、右手运动想象分

类的研究得出的识别率还未能高于８０％
［２３，２５２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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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脑电信号进行有效时特征提取和分类，已成为

运动想象辨识的重要研究内容．

ＣＮＮ最早由Ｌｅｃｕｎ等人
［２７］提出并应用在手写

字体识别上，之后，被广泛时应用到人脸检测［２８］、文

档分析［２９］、语音检测［３０］、车牌识别［３１］等各个方面．

由于ＣＮＮ直接面向原始信号，可以提取更广泛、更

深层、更具有区别度的特征信息．因此，可以有效避

免传统方法中将特征提取和解码模块分离而导致特

征提取过程中信息丢失的问题［３２］．目前，已经有相

关学者将ＣＮＮ应用于事件相关电位（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ＲＰ）和心电信号（ＥＣＧ）的特征提取和解

码．Ｃｅｃｏｔｔｉ等人
［３３］构建了一个基于ＣＮＮ的Ｐ３００成

分（一种ＥＲＰ成分）识别方法，利用ＢＣ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公共数据集［３４］进行了分类实验，识别率最高可以达

到９５．５％；蔡邦宇
［３５］使用ＣＮＮ模型对视觉诱发的

单次ＥＲＰ信号进行时空特征分析，与支持向量机方

法相比较的结果表明，ＣＮＮ方法的平均ＲＯＣ曲线

面积提高了４．４％；Ｋｉｒａｎｙａｚ等人
［３６］使用一个１Ｄ

ＣＮＮ对多位病人室上性异位搏动产生的ＥＣＧ信号

进行实时分类和检测，识别率均高于９５％．这些结

果表明了ＣＮＮ方法在脑电信号处理中应用的可行

性，但仍没有文献将 ＣＮＮ 应用于运动想象脑电

ＥＲＤ／ＥＲＳ模式的分类．ＥＲＰ属于诱发脑电，而运动

想象脑电属于自发脑电，两者产生的模式不同，导致

不同的基本特性，因此分类的过程、表现不同．心电

信号的产生机理与触发机制也与脑电信号相差

甚大．

典型的ＣＮＮ网络结构由卷积层、降采样层、全

连接层组成［２７］．其中卷积层与降采样层配合，组成

多个卷积组，逐层提取特征，最终通过若干个全连接

层完成分类．卷积操作是基于局部感受野，使用滤波

器（卷积核）完成对原始图像的卷积变换；降采样层

主要是为了降低数据维度［２７］．ＣＮＮ中层次之间的

紧密联系和空间信息使得其特别适用于图像的处理

和理解．但由于脑电信号是一种将时间和空间特征

结合的信号，现有基于ＣＮＮ的二维图像识别方法

并不适用于本文．为了不使卷积运算后的特征中同

时混杂空间和时间信息，卷积层中的卷积核需要针

对性地设置为向量而非一般图像识别中的矩阵，使

其只提取空间特征或时间特征［３３］．例如，原始的

ＥＥＧ数据由通道（犖）×时间点（犜）组成，第一卷积

层使用犖×１的向量卷积核单独提取完整的空间特

征（所有通道），第二卷积层则单独提取ＥＥＧ数据的

时间特征，而未采用二维图像识别中一般使用的

狀×狀（１＜狀＜犖）矩阵卷积核．

综上所述，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１）在单次

运动想象ＥＥＧ特征提取方面，首次引入了卷积神经

网络；（２）在单次运动想象分类方面，根据脑电信号

时间和空间特征相结合的特性，针对性地设计了一

个５层的ＣＮＮ结构来进行运动想象分类；（３）在上

肢康复外骨骼的实时控制方面，创新地引入ＣＮＮ

分类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３　基于犆犖犖的运动想象分类方法

３１　数据集的准备

３．１．１　公共数据集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首先将其应

用于公共数据集（ＢＣ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ＩＶ的Ｄａｔａｓｅｔ１

数据集［３７］）的运动想象分类．两名被试（ｄｓ１ａ和

ｄｓ１ｆ）共完成２００次基于提示（ｃｕｅ）的试验（ｔｒｉａｌ），其

中想象左手运动和脚运动各１００次．实验范式详见

文献［３７］．但由于此公共数据集样本较少，且在外骨

骼的实际控制中需要真实被试的分类模型及参与，

因此本文进行了之后的实验数据采集．

３．１．２　实验数据集

（１）实验对象与数据采集．实验招募了４名健

康男性被试（年龄：２７．２５±１．２６岁），均为右利手

（通过爱丁堡利手问卷评定［３８］）．所有被试都是第一

次参加脑电实验，并未被告知任何的实验假设．实验

前均签订了知情同意书．ＥＥＧ信号的采集使用荷兰

ＢｉｏＳｅｍｉ公司的 ＡｃｔｉｖｅＴｗｏ６４通道脑电信号采集

系统．在实验过程中，我们根据１０／２０系统法采集

２８个通道的脑电数据
［３９］，分别为ＦＣ５、ＦＣ３、ＦＣ１、

ＦＣｚ、ＦＣ２、ＦＣ４、ＦＣ６、Ｃ５、Ｃ３、Ｃ１、Ｃｚ、Ｃ２、Ｃ４、Ｃ６、

ＣＰ５、ＣＰ３、ＣＰ１、ＣＰｚ、ＣＰ２、ＣＰ４、ＣＰ６、Ｐ５、Ｐ３、Ｐ１、

Ｐｚ、Ｐ２、Ｐ４和Ｐ６．参考电极安置在左耳乳突处；接地

电极由ＣＭＳ和ＤＲＬ两个独立电极替代．设置采样

频率为１０００Ｈｚ，高通滤波截止频率为１Ｈｚ，低通滤

波截止频率为１００Ｈｚ，工频陷波为５０Ｈｚ．在安置电

极前，需用酒精擦拭皮肤，并使用导电膏降低电极与

头皮之间的阻抗．

（２）实验范式．所有电极安置完毕后，被试坐在

屏幕前，双手自然地放置在桌上，如图１所示；实验

中，应避免头部或身体的移动，并尽量不眨眼．每个

被试在整个实验中需完成５６０次基于提示的试验，

其中想象左手运动和脚运动各２８０次（由于之后的

外骨骼实验中被试的右手会因穿戴外骨骼而运动，

会产生和右手运动想象相似的ＥＲＤ／ＥＲＳ现象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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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采用常规的左手和右手运动想象辨识）．试验

的时序图如图２所示．每次试验持续８ｓ，前２ｓ屏幕

显示空白，之后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十”字，并发出

声音提示，提醒被试者试验即将开始；从４ｓ～８ｓ，屏

幕上的“十”字变为随机产生的向左或向下的箭头，

被试者根据箭头指向想象左手运动或脚运动．每次

试验间有２ｓ～５ｓ的随机间隔；每３５次试验之间有

３ｍｉｎ的休息时间，以防止被试疲劳．

图１　运动想象脑电信号数据采集

图２　单次试验的时序图

图３　基于运动想象脑电信号分类的卷积神经网络结构示意

３２　数据预处理

采集到的原始ＥＥＧ首先通过滤波获得８Ｈｚ～

３０Ｈｚ频率段的脑电数据（该频率段包含重要的运

动分类信息［２６］）．为了显示每类运动想象（左手运动

和脚运动）的不同犈犚犇／犈犚犛模式，每个被试所有

试验中的Ｃ３、Ｃｚ和Ｃ４通道的脑电信号将被施以叠

加平均计算．犈犚犇／犈犚犛 可以定义为目标时间点

犈犈犌 功率值相对参考时间段犈犈犌 平均功率值下降

或升高的百分比［１６］，计算公式如下：

犈犚犇／犈犚犛＝
犈犈犌犃－犈犈犌犚

犈犈犌犚
×１００ （１）

其中：犈犈犌犃为目标时间点犈犈犌 功率值；犈犈犌犚为参

考时间段犈犈犌 平均功率值．

观察犈犚犇／犈犚犛 的时序图和脑地形图发现，

犈犚犇／犈犚犛模式通常出现在每次试验中的第４ｓ到

第７ｓ（参考第４节的图４），因此，本文将对这段数据

进行特征提取和分类．此外，本文定义数据分段的开

窗长度为５０ｍｓ，因而每个输入样本将由一个２８通

道×６０时间采样点（３ｓ时间段×１０００Ｈｚ采样率÷

５０ｍｓ开窗长度）的矩阵组成．

３３　犆犖犖的构建

脑电信号是一种具有时空特性的信号．因此，

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了一种新颖的ＣＮＮ结构来进行

运动想象分类，如图３所示．特征提取部分需要考虑

时间和空间特征，分类部分则与传统的ＢＰ神经网

络类似．整个ＣＮＮ由５层网络组成：第１层为输入

层；第２层（卷积层）和３层（卷积层）构成特征提取

部分；第３层的输出（特征值）和第４、５层（全连接

层）构成分类部分．各网络层形容如下．

（１）第１层（Ｌ１）．该层为输入层，每个输入样本

为２８×６０的输入矩阵，其中２８代表通道数，６０表

示每个通道中的时间采样点；

（２）第２层（Ｃ２）．该层为卷积层（第１隐含层），

主要作用是对原始输入样本进行空间滤波，因此该

层与输入层之间的连接是局部连接．在该层使用８

种滤波器，每种滤波器去卷积输入矩阵就得到不同

特征的映射，即得到８个特征图．卷积核的大小设置

为［２８×１］，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１×６０）．卷积核设

置为向量而非一般图像识别中的矩阵，其原因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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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卷积运算后的特征中混杂两种信息，只包含空间

特征；

（３）第３层（Ｃ３）．该层为卷积层（第２隐含层），

主要作用是对脑电信号在时间上的特征提取，因此

也加入了局部连接和权值共享的理念．针对Ｃ２层

中每个特征图使用５种滤波器，因此在经过此部分

的映射后，Ｃ３层共有４０个特征图．卷积核的大小设

置为［１×１０］，每个特征图的大小为（１×６）．设置卷

积步长与卷积核长度相同的原因是为了减少参数防

止过拟合，在实现卷积操作的同时实现降采样；

（４）第４层（Ｆ４）．该层为全连接层（第３隐含

层），作用是配合前一层和输出层，组成分类部分，因

此该层前后都是全连接．神经元个数定为１００个；

（５）第５层（Ｏ５）．该层为输出层，包含２个神经

元，代表了二分类问题（左手运动想象或脚运动

想象）．

３４　犆犖犖的学习过程

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主要采用的是反向传

播算法，即输入训练数据，先前向计算各神经元的激

活值，然后再反向计算误差，并对误差求各个权值和

偏置的梯度，并据此调整各个权值和偏差．

定义网络中的一个神经元为狀（犾，犿，犼），其中犾

表示层数，犿表示该层中的第犿 个特征图，犼表示该

特征图中的第犼个神经元．各层中每个神经元的输

入和输出表示为狓犾犿（犼）和狔
犾
犿（犼），并且

狔
犾
犿（犼）＝犳狓

犾
犿（犼（ ）） （２）

其中：犳（）是激活函数．前两层隐含层（Ｃ２和Ｃ３）采

用双曲正切函数作为激活函数：

犳（狓）＝犪ｔａｎｈ（犫狓） （３）

其中：犪＝１．７１５９，犫＝
２

３
（根据文献［４１］中的建议所

得）．后两层全连接层采用Ｓｉｇｍｏｉｄ函数作为激活

函数：

犳（狓）＝
１

１＋ｅｘｐ
－狓

（４）

网络各层神经元数据间的传递关系如下．

（１）第１层（Ｌ１）．２８通道×６０时间采样点，可

以表示为犐犖，犜，其中犖 为通道数，犜为采样点．

（２）第２层（Ｃ２）．在卷积层中，上一层的特征图

被一个可学习的卷积核进行卷积，然后通过一个激

活函数，就可以得到输出特征图：

狔
２
犿（犼）＝犳 ∑

犻２８

犻＝１

犐犻，犼×犽
２
犿 ＋犫

２
犿（犼（ ）） （５）

其中：犽２犿为［２８×１］的卷集核；犫
２
犿（犼）为偏置．

（３）第３层（Ｃ３）．该层与第２层类似：

狔
３
犿（犼）＝犳 ∑

犻１０

犻＝１

狔
２
犿（（犼－１）×１０＋犻）×犽

３
犿 ＋犫

３
犿（犼（ ））
（６）

其中：犽３犿为［１×１０］的卷积核；犫
３
犿（犼）为偏置．

（４）第４层（Ｆ４）．Ｃ３层的所有神经元全连接该

层所有的神经元：

狔
４（犼）＝犳 ∑

犻４０

犻＝１
∑
狆６

狆＝１

狔
３
犻（狆）狑

４
犻（狆）＋犫

４（犼（ ）） （７）

其中：狑４犻（狆）为Ｃ３层神经元到Ｆ４层神经元的连接

权值；犫４（犼）为偏置．

（５）第５层（Ｏ５）．Ｆ４层的所有神经元全连接该

层所有的神经元：

狔
５（犼）＝犳 ∑

犻１００

犻＝１

狔
４（犻）狑５（犻）＋犫

５（犼（ ）） （８）

其中：狑５（犻）为Ｆ４层神经元到 Ｏ５层神经元的连接

权值；犫５（犼）为偏置．

为了保证网络能有效地进行训练和收敛，需进

行网络权值和偏置的初始化．本文中网络的连接权

值和偏置被初始化在一个［±１／狀（犾，犿，犻）犖犻狀狆狌狋］的区

间内均匀分布，其中狀（犾，犿，犻）犖犻狀狆狌狋为第犾层、第犿个

特征图中与第犻个神经元相连的前层神经元个数．

第Ｃ２和Ｃ３层的学习率γ被定义为
［３３］

γ＝
２λ

犖狊犺犪狉犲犱犾犿 狀（犾，犿，犻）犖犻狀狆槡 狌狋

（９）

其中：犖狊犺犪狉犲犱犾犿为第犾层，第犿个特征图中共享权值

的神经元个数．第Ｆ４和Ｏ５层的学习率γ被定义为
［３３］

γ＝
λ

狀（犾，犿，犻）犖犻狀狆槡 狌狋

（１０）

梯度下降法被用来调节连接权值和偏置，使最

终的误差达到最小．最大迭代次数设置为１００００．训

练过程中的ｌｏｓｓ曲线作为网络是否收敛及最优模

型选择的判断．

３５　分　类

在ＣＮＮ训练阶段，每个被试的数据被单独用

来训练各自的分类模型．将数据集分成５份，其中３

份作为训练集（６０％的数据），１份作为检验集（２０％

的数据），１份作为测试集（２０％的数据）．使用训练

集进行模型构建，检验集进行模型最优参数选择，测

试集进行模型识别率的评估．同时，为了和现有方法

比较，本文还使用了以下３种方法对相同训练集建

立分类模型，并在相同的测试集上进行测试．

（１）功率值＋ＳＶＭ
［４２］．首先手动提取脑电信号

的平均功率值（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作为特征值，即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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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的平方，再通过ＳＶＭ分类器进行分类；

（２）ＣＳＰ＋ＳＶＭ
［４３］．首先通过 ＣＳＰ（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滤波器提取两类脑电信号各自的空

间成分作为特征值，再通过ＳＶＭ分类器进行分类；

（３）ＭＲＡ＋ＬＤＡ
［４４］．首先通过 ＭＲＡ（Ｍｕｌｔｉ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提取两类脑电信号在时间、空

间上的特征，再通过ＬＤＡ分类器进行分类．

本文采用识别率（犪犮犮狌狉犪犮狔）和ＲＯＣ曲线进行

分类模型的评估；采用精确率（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召回率

（狉犲犮犪犾犾）和犉狊犮狅狉犲进行分类模型对不同类别识别

表现的评估．识别率是分类器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

总样本数之比：

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犜犘＋犜犖）

（犜犘＋犜犖＋犉犘＋犉犖）
（１１）

其中：犜犘＝ｔｒ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犜犖＝ｔｒｕ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

犉犘＝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犉犖＝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ＲＯＣ曲

线越靠近左上角边界，即曲线下面积（ＡＵＣ）越大，

表示分类器性能越好．精确率是分类为真实正例样

本数与分类为正例样本数之比；召回率是分类为真

实正例样本数与所有真实正例样本数之比．计算公

式分别为

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犜犘

犜犘＋犉犘
，狉犲犮犪犾犾＝

犜犘

犜犘＋犉犖
（１２）

犉狊犮狅狉犲是识别率的延伸，结合了精确率和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２狉犲犮犪犾犾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狉犲犮犪犾犾＋狆狉犲犮犻狊犻狅狀）
（１３）

４　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公共数据集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首先将其应

用于公共数据集的运动想象分类，并和功率值＋

ＳＶＭ、ＣＳＰ＋ＳＶＭ和ＭＲＡ＋ＬＤＡ这３种方法的分

类表现相比较．两名被试在４种方法下对测试集分

类的识别率如表１所示．设左手运动想象为正类，脚

运动想象为负类，４种方法下对测试集分类生成的

ＲＯＣ曲线如图４所示（以被试ｄｓ１ａ为例）．通过图４

和表１可以直观地发现，ＣＮＮ方法的平均识别率

（９０．７５％±２．４７％）高于后三种方法（８２．２５％±

１．０６％，８５．７５％±１．７７％和８７．７５％±２．４７％），且

ＣＮＮ方法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也大于后３种方法，

即分类模型性能更好．但由于此公共数据集样本较

少，且在外骨骼的实际控制中需要真实被试的分类

模型及参与，因此进一步地将该方法应用于实验数

据集．

图４　被试ｄｓ１ａ在４种方法下对测试集（公共

数据集）分类生成的ＲＯＣ曲线

表１　所有被试在４种分类方法下测试集

（公共数据集）识别率的比较 （单位：％）

被试 ＣＮＮ 功率值＋ＳＶＭ ＣＳＰ＋ＳＶＭ ＭＲＡ＋ＬＤＡ

ｄｓ１ａ ９２．５０ ８３．００ ８４．５０ ８９．５０

ｄｓ１ｆ ８９．００ ８１．５０ ８７．００ ８６．０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９０．７５±２．４７８２．２５±１．０６８５．７５±１．７７８７．７５±２．４７

４２　实验数据集结果

４．２．１　ＥＲＤ／ＥＲＳ分析

为了显示每类运动想象（左手运动和脚运动）的

不同 ＥＲＤ／ＥＲＳ模式，所有被试的所有试验中的

Ｃ３、Ｃｚ和Ｃ４通道的脑电信号被计算后叠加平均，

通过相对百分比呈现（见式（１）），如图５所示．提取

脑电信号的频段为８Ｈｚ～１２Ｈｚ，提取的时间长度为

从ｃｕｅ之前４ｓ到ｃｕｅ之后４ｓ（单次试验的０～８ｓ）．

左手运动在ｃｕｅ出现后的０～３ｓ中（单次试验的４ｓ～

７ｓ），对侧运动相关区域（Ｃ４）出现显著的ＥＲＤ模

式，而同侧运动相关区域（Ｃ３）和Ｃｚ区域出现较弱

的ＥＲＳ模式；运动后期（单次试验的７ｓ～８ｓ）对侧

运动相关区域（Ｃ４）出现显著的ＥＲＳ模式．脚运动

在单次试验的４ｓ～７ｓ中，运动相关区域（Ｃｚ）出现显

著的 ＥＲＤ模式，而 Ｃ３和 Ｃ４区域则出现显著的

ＥＲＳ模式；无显著的运动后期ＥＲＳ模式．手运动可

以引起大脑皮层手部运动区域的ＥＲＤ模式和脚步

运动区域的ＥＲＳ模式，而脚运动会引起相反的现

象．因此，根据以上结果，我们选取单次试验４ｓ～７ｓ

时间段的脑电信号作为之后分类模型训练的训练数

据．为了进一步分析ＥＲＤ／ＥＲＳ模式，在ＥＲＤ／ＥＲＳ

时序图之后提供了单次试验４ｓ～７ｓ时间段的脑地

形图（如图５）．黑色代表ＥＲＤ模式，白色代表ＥＲＳ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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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ＥＲＤ／ＥＲＳ时序图和脑地形图（在ＥＲＤ／ＥＲＳ时序图中，每个被试所有试验中的Ｃ３、Ｃｚ和Ｃ４通道的脑电信号被施

以叠加平均计算，通过相对百分比呈现；提取脑电信号的频段为８Ｈｚ～１２Ｈｚ，提取的时间长度为单次试验的０～８ｓ．

在ＥＲＤ／ＥＲＳ时序图之后提供了单次试验４ｓ～７ｓ时间段的脑地形图．黑色代表ＥＲＤ模式，白色代表ＥＲＳ模式）

４．２．２　ＣＮＮ训练过程分析

使用训练集和检验集数据进行 ＣＮＮ 模型训

练．所有被试的数据通过训练，均能得到收敛的网络

模型．以被试２为例，模型训练中的损失函数曲线

（ｌｏｓｓ）如图６所示，横坐标表示训练迭代次数，纵坐

标表示损失值，虚线代表训练过程中网络在训练集

上的损失值，实线代表训练过程中网络在检验集上

的损失值．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进行到２９３３次迭代

以后，检验损失达到最低点的２．０６８４，之后略有下

降并随后保持基本稳定，训练损失则首先缓慢下降

随后保持基本稳定．所以可以认为网络在第２９３３次

迭代完成后达到当前最佳的训练效果，即网络训练

收敛，训练好的模型为被试２的最优分类模型．

图６　ＣＮＮ训练过程中训练集和检验集（实验
数据集）的损失函数曲线（被试２）

４．２．３　分类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训练过程，每个被试的数据通过

ＣＮＮ训练得到各自的分类模型．同时，用功率值＋

ＳＶＭ、ＣＳＰ＋ＳＶＭ和 ＭＲＡ＋ＬＤＡ这３种方法对同

样的数据进行训练，得到的３个分类模型与先前得

到的ＣＮＮ分类模型进行比较．所有被试在４种方

法下对测试集分类的平均含混矩阵如图７所示．矩

阵对角线（灰色格子）中的数字代表所有被试正确分

类样本数和标准差的平均百分比；非对角线（白色

格子）中的数字代表所有被试错误分类样本数和标

准差的平均百分比．所有被试在４种方法下对测试

集分类的识别率如表２所示．设左手运动想象为正

类，脚运动想象为负类，４种方法下对测试集分类生

成的ＲＯＣ曲线如图８所示（以被试２为例）．通过

图７、图８和表２可以直观地发现，ＣＮＮ方法的平

均识别率 （８９．５１％ ±２．９５％）与功率值 ＋ＳＶＭ

（８０．８０％±４．２８％）、ＣＳＰ＋ＳＶＭ（８５．２７％±２．７８％）

和 ＭＲＡ＋ＬＤＡ（８５．９４％±３．０５％）这３种方法相

比，分别提高了８．７１％、４．２４％和３．５７％，且ＣＮＮ

方法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也大于后３种方法，即分类

模型性能更好．

表２　所有被试在４种分类方法下测试集
（实验数据集）识别率的比较 （单位：％）

被试 ＣＮＮ 功率值＋ＳＶＭ ＣＳＰ＋ＳＶＭ ＭＲＡ＋ＬＤＡ

被试１ ９２．８６ ８３．０４ ８９．２９ ８６．６１

被试２ ８９．２９ ８０．３６ ８４．８２ ８３．０４

被试３ ８５．７１ ７５．００ ８３．９３ ８７．５０

被试４ ９０．１８ ８４．８２ ８３．０４ ８６．６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８９．５１±２．９５８０．８０±４．２８８５．２７±２．７８８５．９４±３．０５

所有被试在４种方法下对两类运动想象分类结

果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的计算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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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所有被试在４种方法下对测试集（实验数据集）分类的平均含混矩阵图．矩阵对角线（灰色格子）中的数字代表

所有被试正确分类样本数和标准差的平均百分比；非对角线（白色格子）中的数字代表所有被试错误分类样

本数和标准差的平均百分比

表３　所有被试在４种方法下两类运动想象分类结果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１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２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３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４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ＣＮＮ
左手运动 ０．８８７１ ０．９８２１ ０．９３２２ ０．９４００ ０．８３９３ ０．８８６８ ０．８１２５ ０．９２８６ ０．８６６７ ０．９０９１ ０．８９２９ ０．９００９

脚运动 ０．９８００ ０．８７５０ ０．９２４５ ０．８５４８ ０．９４６４ ０．８９８３ ０．９１６７ ０．７８５７ ０．８４６２ ０．８９４７ ０．９１０７ ０．９０２６

功率值＋

ＳＶＭ

左手运动 ０．９５１２ ０．６９６４ ０．８０４１ ０．９０４８ ０．６７８６ ０．７７５５ ０．７５４４ ０．７６７９ ０．７６１１ ０．８３０５ ０．８７５０ ０．８５２２

脚运动 ０．７６０６ ０．９６４３ ０．８４９９ ０．７４２９ ０．９２８６ ０．８２５４ ０．７５９３ ０．７３２１ ０．７４５５ ０．８６８０ ０．８２１４ ０．８４４１

ＣＳＰ＋

ＳＶＭ

左手运动 ０．８２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０３２ ０．９３３３ ０．７５００ ０．８３１７ ０．９５２４ ０．７１４３ ０．８１３４ ０．８４９１ ０．８０３６ ０．８２５７

脚运动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８５７ ０．８７９９ ０．７９１０ ０．９４６４ ０．８６１８ ０．７７１４ ０．９６４３ ０．８５７１ ０．８１３６ ０．８５７１ ０．８３４８

ＭＲＡ＋

ＬＤＡ

左手运动 ０．８４７５ ０．８９２９ ０．８６９６ ０．９５１２ ０．６９６４ ０．８０４１ ０．８３８７ ０．９２８６ ０．８８１４ ０．８７２７ ０．８５７１ ０．８６４８

脚运动 ０．８８６８ ０．８３９３ ０．８６２４ ０．７６０６ ０．９６４３ ０．８５０４ ０．９２００ ０．８２１４ ０．８６７９ ０．８５９６ ０．８７５０ ０．８６７２

图８　被试２在４种方法下对测试集（实验

数据集）分类生成的ＲＯＣ曲线

更高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值表示更好的分

类表现（ＣＮＮ方法）．本文采用４（４种分类方法）×２

（两类运动想象）的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评估分类方

法×运动想象类别的交互作用以及两者对分类表现

的影响．置信水平为９５％．ＡＮＯＶＡ结果显示分类

方法和运动想象类别之间无交互作用（狆＞０．０５）；

分类方法对分类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犉＝６．５６５，狆＜

０．００１），而运动想象类别则对分类表现不具有显著

影响（犉＝０．３４６，狆＞０．０５）． 图９　上肢外骨骼实时控制应用

５　方法应用

为了验证本文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每位被试

先前训练好的ＣＮＮ分类模型（具有最好的分类表

现）被应用于上肢康复外骨骼的实时控制中．实验范

式与训练数据采集时类似．所有电极安置完毕后，被

试被要求坐在屏幕前，左手自然地放置在桌上，并在

右手穿戴上肢外骨骼，如图９所示．上肢外骨骼由两

段金属连杆（相当于前臂和后臂）、一个尼龙关节（相

当于肘关节）、一个角度传感器和两条气动肌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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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器）组成．每个被试需完成１４０次基于提示的试

验，其中想象左手运动和脚运动各７０次．外骨骼根

据分类模型的输出结果，带动右手前臂进行伸动作

（对应左手运动想象）或屈动作（对应脚运动）．同时，

每次试验的４ｓ～８ｓ，屏幕中除了提示箭头，箭头上方

还有实时模拟外骨骼运动的反馈条以提供视觉反馈．

上肢外骨骼控制策略如图１０所示．首先，被试

根据屏幕中的箭头提示进行相应的运动想象，产生

的原始脑电信号通过预处理输入先前训练好的分类

模型；其次，分类模型进行脑电信号的特征提取和分

类，输出识别结果；最后，气动肌肉控制器根据输出

图１０　上肢外骨骼控制策略

结果获得驱动器控制信号，驱动外骨骼并带动前臂

做相应运动．外骨骼尼龙关节处的角度传感器可实

时反馈角度信号，输入给屏幕上的反馈条，使其模拟

外骨骼运动；同时，可以作为分类模型的输出值，结

合期望值评估分类表现．

　　所有被试在上肢外骨骼实际控制中，平均识别

率为８８．７５％±３．４２％，ＣＮＮ模型对两类运动想象

分类结果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的计算如表４

所示．与先前的模型训练相比，平均识别率略有降

低，且左手运动想象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也

有所降低．可能的原因是右手的运动一定程度上干

扰了左手运动想象的ＥＲＤ／ＥＲＳ模式（见第３．１．２

节），导致左手运动想象的识别率降低．可能的解决

方法是在实际应用中避免使用大脑皮层手部区域的

ＥＲＤ／ＥＲＳ模式进行分类，如通过面部运动和脚运

动或舌部运动和脚运动的分类进行上肢外骨骼的控

制．但通过Ｔ检验，实际控制中的识别率和左手运

动想象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与模型训练时

相比，并无显著性差异（狆＞０．０５）．因此，可以认定

本文方法在上肢外骨骼实时控制中的有效性．

表４　所有被试在上肢外骨骼实际控制中两类运动想象分类结果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１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２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３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被试４

精确率 召回率 犉狊犮狅狉犲

左手运动 ０．９８４１ ０．８８５７ ０．９３２３ ０．９１９４ ０．８１４３ ０．８６３７ ０．９０９１ ０．８５７１ ０．８８２３ ０．８６７６ ０．８４２９ ０．８５５１

脚运动 ０．８９６１ ０．９８５７ ０．９３８８ ０．８３３３ ０．９２８６ ０．８７８４ ０．８６４９ ０．９１４３ ０．８８８９ ０．８４７２ ０．８７１４ ０．８９０２

６　结　论

本文创新地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卷积神经

网络对单次运动想象脑电信号进行特征提取和分

类．首先，提出了基于ＣＮＮ的运动想象分类方法，

设计ＣＮＮ的结构和参数．其次，将该方法应用于公

共数据集和实验数据集并建立分类模型，在两个数

据集中，平均识别率和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均大于其它

３种方法（功率值＋ＳＶＭ、ＣＳＰ＋ＳＶＭ 和 ＭＲＡ＋

ＬＤＡ），获得了更好的分类表现．同时，通过对两类

运动想象的精确率、召回率和犉狊犮狅狉犲进行分析和

比较，发现分类方法对分类表现具有显著影响，而运

动想象类别则对分类表现不具有显著影响．最后，将

从实验数据集中获得的ＣＮＮ分类模型应用于上肢

康复外骨骼的实时控制中，验证了本文提出方法的

有效性．该方法可实现运动想象的精确识别，为脑机

接口技术在康复外骨骼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技术支持．

今后的工作需要将该方法应用于脑卒中患者的

康复训练中（本文的实验结果暂时基于健康被试），

进一步扩大不同实验人群的实验样本数量，提高方

法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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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ＳｕｎＨ，ＸｉａｎｇＹ，ＳｕｎＹ，ｅｔａｌ．ＯｎｌｉｎｅＥＥＧ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ＳＰ ａｎｄ ＳＶ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ｎ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ＩＳＰ）．Ｙａｎｔａｉ，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９：

４１０５４１０８

［４４］ ＭａｒｔíｎＳｍｉｔｈＰ，ＯｒｔｅｇａＪ，ＡｓｅｎｓｉｏＣｕｂｅｒｏＪ，ｅｔａｌ．Ａ

ｌａｂｅｌａｉｄｅｄｆｉｌ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ＥＧ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ＢＣＩ／／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ａｌｍａｄｅＭａｌｌｏｒｃａ．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５：１３３１４４

犜犃犖犌犣犺犻犆犺狌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７，

Ｐｈ．Ｄ．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犣犎犃犖犌 犓犲犑狌狀，ｂｏｒｎｉｎ １９７８，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Ｍ．Ｓ．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犔犐犆犺犪狅，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９１，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犛犝犖 犛犺狅狌犙犻犪狀，ｂｏｒｎｉｎ １９６３，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ｏｔｉｏｎａｉｄｅ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犎犝犃犖犌犙犻，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犣犎犃犖犌犛犪狀犢狌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３，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ＣＡＤ，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ｌｉｖｉｎｇ

（ＡＤＬ）ｔｏｔｈｏｓ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ａｎｄｉｎｊｕｒ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ＢＣＩ）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ｃｅｐｈ

ａｌｏｇｒａｍ （ＥＥＧ）ｈａｖ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ｈｕｇ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ｓｓａｆｅｒａｎｄ

７７３１６期 唐智川等：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运动想象分类及其在脑控外骨骼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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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ｉｅｒｔｏａｐｐｌｙ，ａｎｄｉｔｉ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ａｌｍｏｓｔａｌｌ

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ｏｓ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ｍｐｕｔ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ｙ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ｕｓｅ，ｔｈｅｌｏｗｓｉｇｎａｌ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ＥＧ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ｎＢＣＩ．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ｌｉｋ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ＳＰ）＋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ｓｏｍ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ｍｏｔｏｒｉｍａｇｅ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ｆｔｖｓ．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ｏｎ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８０％．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ｏｆｔｈｅＭＩ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ＮＮ）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

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ＥＥＧ

ｓｉｇｎａｌ．Ｆｉｒｓｔ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Ｅ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ａｔ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

５ｌａｙｅｒＣＮＮｍｏｄｅｌ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ｔｈｅＭＩ；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ＭＩ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ｌｅｆｔｈ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ｏｆ

ＭＩ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ｉｎ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ｏｂｕｉｌ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ｏｗｅｒ＋

ＳＶＭ，ＣＳＰ＋ＳＶＭａｎｄＭＲＡ＋ＬＤＡ）；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ＣＮＮｃａ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ｉ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

（９０．７５％±２．４７％）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８９．５１％±

２．９５％）ｕｓｉｎｇＣＮＮａｒｅｂｏ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ｕ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

ＳＶＭ，ＣＳＰ＋ＳＶＭ ａｎｄ ＭＲＡ＋ＬＤ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ｉ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ｌ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ｏ８８．７５％±３．４２％，ｗｈｉｃｈ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Ｎ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ＭＩ，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ＢＣ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

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Ｏｕ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ｈａｓｂｅｅ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ｎ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ｒａ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ｂｅ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ｔｉ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ｏ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ｌｉｋｅ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ｐａｒｔ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６１３０３１３７），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２０１５Ｍ５８１９３５），

ｔｈ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ｏ．ＢＳＨ１５０２１１６），ａｎｄｔｈ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ｓ．２０１５Ｃ３１０５１，２０１６Ｃ３３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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