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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帮助肢体功能障碍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康复和重建，本文设计针对肘关节运动康复
的功能性电刺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系统。首先应用动态神经网络建立电刺激
下肘关节运动的模型。根据模型的非线性与肘关节运动轨迹的重复性，采用迭代学习控制（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ILC）算法设计 FES 系统的控制器，实现肘关节角度精确控制的 FES 系统。经过
10 次迭代控制，肘关节实际运动轨迹与期望轨迹之间的最大误差为 0.438°，相对平均误差为
0.32%，均方根误差为 0.245°。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基于 ILC 算法的 FES 系统能够实现肘关节运
动功能性电刺激的精确控制，对帮助肘关节运动康复的 FES 系统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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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motor function of upper limb in patients with
limb dysfunction, a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 system for elbow joint was designed. An
elbow joint movement model using dynamic neural network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nonlinearity of the model and the repeatability of the elbow joint trajectory,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algorithm is used to design the controller of the FES system, and the FES system for the precise control
of elbow joint angles is implemented. After 10 iterations, the maximum error between the actual
trajectory and the desired trajectory is 0.348°, the average relative error is 0.32%,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is 0.24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ES system based on the ILC algorithm can realize the
accurate control of the elbow joint movement stimulated by electric stimulation, and has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FES system for elbow rehabilitation.
Keywords：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system; elbow movement model;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由于大脑或神经系统损伤导
致肢体无法受思维控制完成期望动作，严重影响患
者的日常生活，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造成
肢体功能障碍的两大疾病脑卒中与脊髓损伤，随着
人口老龄化以及交通事故的增多，发病率不断上升。

根据我国 2016 年脑卒中流行病学报告显示，每年新
增脑卒中患者 200 万人，死亡人数 165 万，存活的
患者 600～700 万人中有 3/4 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肢
体功能障碍 [1-2]。我国每年脊髓损伤的人数已经达到
数十万人。目前没有关于全球患病率的可靠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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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年的全球发生率估计为每百万人 40 至 80 例 [3]。
对于如此庞大的肢体功能障碍病人群体，帮助他们
肢体运动功能康复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肢体
运动功能中，上肢功能包括取物、抓物和操作物体，
负担着进食、穿衣、洗漱等基本生活技能。上肢运
动功能的重建是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实现生活自理的
关键。肘关节的康复对整个上肢运动功能的康复是
至 关重 要 的 。 功能 性 电 刺 激（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ES）是治疗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四肢运
动功能不全的重要康复治疗技术之一，1961 年由美
国医生 Liberson 首次提出，并定义为“对肌肉提供
电流刺激，在刺激的瞬时产生肌肉收缩，达到移动、
抓握或其他肌肉动作 [4] 。FES 技术在改善肢体功能
障碍患者的运动功能起到重要作用，经过实验研究
与临床治疗验证，FES 治疗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运
动表现 [5-6]。设计针对肘关节康复训练的 FES 系统，
对于帮助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的上肢运动功能康复具
有重要意义。
针对人体关节运动控制的 FES 系统研究，国内
外已有许多学者投入当中。FES 系统的发展是从简
单的开环系统结构到闭环系统结构。功能性电刺激
开环控制方式，指的是通常通过外部手动控制开关，
或者通过压力、加速度等传感器触发 FES 系统启动
或停止 [7]。例如 Nathan 等人研发的 HandMaster 系统，
其通过外部开关调节和控制刺激电流来帮助患者实
现手部抓握功能 [8]。Shimada 等人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检测足下垂患者的步态，用加速度信号触发电刺激
仪器产生指定刺激电流来校正足下垂患者的步态[9]。
在这些开环控制系统中，功能性电刺激输出的刺激
参数，包括刺激幅值、频率、波形等是固定的，刺
激参数依赖于康复指导师的经验设置，采用固定的
脉冲序列进行刺激，这样的方式要么产生多余的刺
激量导致肌肉疲劳，要么刺激量不足难以使肌肉产
生相应的收缩来完成规定的训练运动。可见，开环
控制的功能 性电刺激系 统难以达到 理想的康复 效
果。为实现刺激量的精确调节，产生了功能性电刺
激系统的闭环控制方式，包括测量患者康复过程中
的轨迹、角度、角速度、关节力矩等参数构成闭环
控制系统，实现系统输出参数的精确控制。例如学
者 Qiu Shuang 设计的针对膝关节控制的 FES 系统，
其利用角度反馈，使用基于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的
PID 算法进行控制，实现闭环控制的 FES 系统 [10]。
Lew 等人使用一组陀螺仪用于检测手臂运动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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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信息反馈，实现闭环控制的 FES 系统，且使患
者实现取物、放物等基本功能任务 [11]。相比于国外，
国内对 FES 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国内
更多的学者对下肢的 FES 系统进行研究，主要在步
态校正、膝关节运动、人体站立、以及闭环的 FES
脚踏车康复系统等研究领域，对上肢的康复训练的
FES 系统研究相对较少。控制算法的应用更多是采
用传统的 PID 控制算法与改进的 PID 控制算法。而
肢体康复训练动作常具有重复性，ILC 算法相比于
PID 控制算法更适用于控制重复轨迹跟踪的系统，
且 ILC 算法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抵抗模型参数改
变和系统外部噪声的抗干扰能力更强 [12-13]。
本文针对肘关节在电刺激下的运动特性，采用
神经网络的方法建立电刺激量与肘关节运动角度的
模型关系。结合所建模型，用肘关节角度信号进行
反馈，用 ILC 算法控制电刺激量，实现电刺激肘关
节运动的闭环控制 FES 系统。

1

肘关节模型

1.1

建模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模仿人脑结构及其功能的
信息处理系统。它从信息处理角度对人脑神经元网
络进行抽象，按照不同的连接方式组成不同的网络
模型。电刺激下肘关节的运动具有时变性和非线性
等复杂特性，简单的前馈神经网络无法建立电刺激
量与关节角度的模型关系。设计如图 1 所示，具有
反馈与前馈 环节的动态 神经网络用 于建立模型 关
系。该神经网络由两部分组成：①静态非线性部分，
为单隐含层的前馈神经网络；②动态线性部分，为
带有前馈迟 滞环节和反 馈迟滞环节 的单层神经 网
络。图 1 中 u(k)表示输入信号，x(k)表示中间信号，
y(k)表示输出信号。Z-1 表示单位延时，上标 N 表示
延迟阶数，在本模型中取值为 3，下标 M 表示隐含
层神经元个数，在本模型中取值为 10。L1、L2 和 L3
为线性神经元，其功能函数为 f(x)=ωx+β。S1、S2…
SM 为 S 型神经元，其功能函数为 g(x)=(1−e−x)/(1＋
e−x)。根据网络的连接关系得到如下模型关系表达
式，即
N

M

y (k ) = ∑ ∑ ωiωm g (η m u (k − i )+β m ) +
i =1 m =1
N

N

j =1

j =1

∑ ωi β1 + ∑ ω j y (k − j ) + β 2

（1）

式中， ηm、 ωm、 ωi、 ωj 分别为各层连接权， βm、 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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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β2 分别为各层阈值（m=1,2,…,M；i=1,2,…,N；
j=1,2,…,N）。这些模型参数需通过实验数据训练神
经网络来确定。对于本文采用的带有反馈和前馈环
节的动态神经网络，若采用反向误差传播的方法训
练，则训练过程中难以计算出更新误差的梯度信息，
使算法难以收敛 [14-15]。而神经网络的训练问题实质
上可以转化为权值、阈值的优化问题 [16]。因此，本
文的神经网络模型采用智能优化算法遗传算法进行
训练，以确定模型的权值、阈值参数。
通过搭建如图 2 所示实验平台进行电刺激实
验。功能性电刺激仪器输出的正负极电极片 A 和 B
贴被放于肱二头肌上下两端，弯曲型角度传感器被
放置于肘关节处。以肘关节为轴心建立直角坐标系，
前臂自然下垂时为 Y 轴负方向，定为起始 0°。依次
逆时针旋转 X 轴正方向为 90°，Y 轴正方向为 180°。
正常人体肘关节运动范围在 0°～135°之间。肘关
节在刺激电 流与重力作 用下在矢状 面作屈和伸 运
动，记录刺激电流与肘关节弯曲角度数据。实验对
象为一名 26 岁健康男性，身高为 170cm，体重为
60kg。实验要求实验者在电刺激过程中不能有主观
的运动意识参与，上肢处于完全自由放松状态。健
康人在完全放松状态下无意识参与的电刺激运动与
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在刺激电流下的运动相同。通过
调节电流脉宽的方式调节刺激电流大小。单个刺激
脉冲为矩形双相脉冲。刺激电流参数设置如下：周
期为 0.05s，幅值为 30mA，脉宽在 40～110μs 之间
随机波动变化。电刺激仪器为恒流输出，一次电刺
激时间设为 30s，为减少单次实验的特异性，将 3
次实验数据平均得到一组电刺激量与角度变化的数
据，需采集 10 组数据用于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

图2

1.2

肘关节实验示意图

实验结果与模型测试
在实验所得 10 组数据中随机选择一组的电刺

激角度变化数据绘制出曲线，如图 3 所示。图 3（a）
为刺激电流脉宽变化曲线，图 3（b）为电刺激下肘
关节角度曲线。从图 3 中可知，角度的变化趋势跟
随着刺激电流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非线性和滞
后特性。

图3

角度变化曲线与刺激电流脉宽

将肘关节建模实验所得的 10 组数据中随机选
择一组数据用于测试，剩下 9 组数据用于网络训练。
测试样本拟合曲线如图 4 所示。
计算模型输出与测试数据的最大误差为 9.06°
平均相对误差为 4.11%，均方根误差为 4.12°模型
输出基本能够跟随测试数据的变化而变化，结果表
图1

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

明所建模型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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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

式中，KP、KI 和 KD 为比例、积分和微分系数，其值
根据实验进行调节，在本文仿真系统中设置为 0.6、
0.3 和 2.0。
迭 代 学 习 控 制 系 统 的 仿 真 是 基 于 Matlab/
Simulink 仿真平台实现的。仿真系统的框图如图 6
所示，包括肘关节的神经网络模型和 ILC 控制器。
肘关节模型 利用实验数 据训练得到 神经网络结 构
体，使用 Matlab 中的 gensim 函数将网络结构体转
换为 Simulink 仿真模块。ILC 控制器由前一时刻控
制量和 PID 校正量两部分组成，PID 校正量采用增
量式 PID，在仿真中通过 S 函数实现。其中增量式
PID 计算表达式分别如式（4）和式（5）所示。

测试样本拟合曲线

迭代学习控制系统

2.1

ILC 理论与系统设计
迭代学习的控制思想最初是在 1978 年由日本
的 Uchiyama 学者提出，之后 Arimoto 等人与 1984
年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7]。迭代学习控制是通过不断
重复的跟踪确定的期望轨迹来获得修正信息，修正
控制输入，最终实现实际轨迹与期望轨迹零误差的
完全跟踪。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对肘关节的康复训练
是根据患者肢体的瘫痪程度制定不同的训练，但是
这些训练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所有的训练都是指定
标准动作重复性运动，每天需要完成多组每组多次
的训练。将指定轨迹且重复性质的肘关节训练作为
被控对象适合采用迭代学习算法来进行控制。
使用所建立的神经网络肘关节模型，结合 ILC
算法建立控制系统。ILC 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 5
所示。其中 θd(t)为期望轨迹， θ(t)为实际轨迹，uk(t)
为 k 次的控制量，uk+1(t)为 k+1 次的控制量。e(t)为
期望轨迹与模型输出之间的误差。

图5

ILC 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在每一次的迭代过程中，利用 k 次的控制量 uk(t)
和跟踪误差 ek(t)的 PID 校正量 T(t, ek(t))来构成 k+1
次的控制输入量 uk+1(t)，一般化的公式表示为
uk +1 (t ) = uk (t ) + T (t,ek (t ))

t

∫ e(t ) + K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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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x1 (k ) = e(k ) − e(k − 1)
⎪
⎨ x2 (k ) = e(k )
⎪
⎩ x3 (k ) = e(k ) − 2e(k − 1) + e(k − 2)

（5）

式中，KP、KI 和 KD 为 PID 的比例、积分和微分系
数，x1、x2、x3 分别为误差一阶差分、误差和误差的
二阶差分。

图6

迭代学习控制系统在 Simulink 中的仿真模型

通过计算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的最大误差、平
均相对误差（average relative error, ARE）与均方根
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来评价 ILC 系
统的控制效果。
平均相对误差定义为
ARE =

⎛ θd − θ ⎞
⎟ v
θd ⎠
i =1
v

∑ ⎜⎝

de(t )
dt

（3）

（6）

均方根误差定义为

（2）

当采用 PID 型的 ILC 算法时，T(t, ek(t))的计算
为如下表达式：
T (t , ek (t )) = K P e(t ) + K I

Δu (k ) = K P x1 (k ) + K I x2 (k ) + K D x3 (k )

v

∑ (θd − θ )2
RMSE =

i =1

v

（7）

式（6）与式（7）中，v 表示样本的个数， θd 为期
望轨迹， θ 为实际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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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仿真结果与讨论
设定好肘关节运动的期望轨迹对 ILC 系统进行
仿真。期望轨迹的设定是让健康测试者依据图 2 所
示佩戴角度传感器，肘关节均速在矢状面完成收缩
和伸展动作，记录运动过程的角度变化作为期望轨
迹。期望轨迹例如图 7 中实线曲线所示。图 7 中的
期望轨迹为健康测试者完成一次收缩与伸展的运动
过程。对 ILC 的 FES 系统进行 10 次的迭代，10 迭代
的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如图 7 所示。从图 7 中可知，
实际轨迹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越来越贴近期望轨迹。

更贴近期望轨迹，其之间的误差始终保持一定值。

图9

图7

ILC 系统 10 次迭代的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

记录 10 次迭代每次迭代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
的最大误差与均方根误差，如图 8 所示。图 8（a）
为最大误差变化曲线，图 8（b）为均方根误差变化
曲线。从图 8 中可知，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最大
误差和均方根误差均下降并且收敛。

（a）

（b）

图8

ILC 系统 10 次迭代的最大误差与均方根误差

同时，检验 PID 控制的 FES 系统性能。仔细调
整 PID 控制系统中的比例、积分和微分系数，将其
分别设置为 11.0、10.0 和 0.6。PID 控制下的 10 个
周期的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曲线如图 9 所示。从图
9 中可知，实际轨迹并不会随着控制周期的增加而

PID 系统 10 个周期的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曲线

比较 ILC 系统第 10 次迭代与 PID 系统第 10 个周
期的实际轨迹与期望轨迹，如图 10 所示。从图 10 中
可知，ILC 输出的轨迹基本与期望轨迹重合，而 PID
系统的输出轨迹与期望轨迹之间存在较大的误差。计
算 ILC 系统第 10 次迭代输出轨迹与期望轨迹之间的
最大误差、对平均误差和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0.438°、
0.32%和 0.245°。同时，计算 PID 系统第 10 个周期
的输出轨迹与期望轨迹的相应指标分别为 8.263°、
14.65%和 5.636°。从计算结果可知，ILC 系统的指
标也明显优于 PID 系统的指标。

图 10

PID 和 ILC 控制系统的输出

从图 7 到图 10 可知，ILC 的 FES 系统的性能指
标明显优于 PID 控制的系统。结果表明，相比于 PID
控制，ILC 的方法更适用于电刺激肘关节运动的控制。
2.3 系统抗模型扰动分析
肘关节在电刺激下的运动更容易造成肌肉疲
劳，这意味着关节模型参数在训练过程中会发生改
变，将影响肘关节的跟踪控制。实验中通过改变神
经网络模型参数模拟肌肉疲劳等内部扰动，分析比
较 PID 与 ILC 算法控制 FES 系统的结果。随机选择
神经网络模型中 10%的权值参数进行变化，变化幅
值分别为 5%、10%和 15%。测试比较两种控制系统
中期望轨迹与实际轨迹的最大误差、平均相对误差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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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均方根误差，结果见表 1。分析表 1 数据可知，
PID 控制的系统与 ILC 的系统中评价指标（即最大
误差、平均相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都随着模型改
变参数幅值的增大而增大，但是 ILC 的系统与 PID
控制的系统相比其指标波动幅值较小，且指标明显
优于 PID 控制的系统。
表1

不同模型参数下两种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
最大误差/°

改变

平均相对误差/% 均方根误差/°

百分比/%

PID

ILC

PID

ILC

PID

ILC

5

9.131

0.551

15.960

0.410

6.004

0.351

10

11.022

0.601

17.750

0.520

7.794

0.482

15

18.228

0.856

19.510

0.690

9.983

0.785

为 0.245°。通过模型扰动分析 PID 系统与 ILC 系统，
得出 ILC 方法控制下的 FES 系统具有更强的抗干扰
能力，性能指标优于 PID 方法控制下的 FES 系统。
本研究通过建立模型来进行仿真，而实际肘关
节的电刺激运动特性与所建模型还是有所不同的。
未来研究需要以实际人体肘关节为对象，使用 PID
与 ILC 方法控制的 FES 系统进行期望轨迹跟踪实
验，完善使所设计的 FES 系统，使其能够切实帮助
肢体功能障碍病人进行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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