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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通信中发送端接触阻抗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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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着眼于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方式，抽象并简化人体前臂的发送端等效电路模型。通过施加

交变方波电流激励，测量使用不同尺寸电极时的模型参数，并比较不同频率下接收端的信号衰减率。结果表

明人体前臂的信号衰减率随接触阻抗的增大而增大。在小腿处的测量也得到类似的结果。所以，在人体通

信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小发送端“电极一皮肤”的接触阻抗，可提高通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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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由黼t：Focusing on the method of galvanic coupling，an equivalent circuit model of human forearm at the transmitter w∞simplified and

developed．In order to elarify the effects 0f the electrode—skin impedance during intra—body communication(IBC)，an alternating square—

wave current was adopted to meKsure th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in different sizes of electnxle棚m盯lg明ments． Furthermore，the si耐
attenuations砒different frequencies at 10 volunteers7 forearm were cmI】IⅪ捌．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ttenuations we陀iIlcm鹪illg along

with the electrode—skin contact impedance．Similar results also appeared in the nmasurecrmnts of the calf．Themfom，the minimizing electrode

—skin contact iIl】pechce is酬呐)0sed to hnprove the quality of Intra—Bod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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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人体通信(intra—body communication，IBC)是一

种新兴的将人体作为传输媒介的短距离信息传输方

式⋯。它适用于体表、体内及人体周围一切町与人

体接触的传感装置。由于人体具有较好的导电性

能，IBC较之现有的有线、无线技术，具有连接方便、

不易受外界噪声干扰、对外辐射较小、低功耗等诸多

优点。已有的人体通信方式可分为电容耦合型和电

流耦合型【2】。由于电流耦合型IBC的大部分电信号

从人体表面，内部经过，相比电容耦合型，其实现过

程不易受到接地因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具有更好

的适应性和抗干扰性幢。4J。

IBC所依赖的人体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物系

统。建立在人体内部的电流信号传输亦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过程。从电学角度来看，不论是采用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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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理论解析方法，还是新兴的各种数值计算工具，

都难以获得一个真实、完整人体信道模型。而等效

电路法虽然不及上述方法深入、透彻，但对于实际应

用却有着简便、实用的特点。

文献[2]基于电流耦合型通信方式提出了一种

由10个元件构成的简单【『q端电路模型，见图1。每

个阻抗由一个不同参数的三元件Cole—Cole模型描

述。作者从电路的角度较为深入地描述了人体通信

的传播机理，定性比较了传播距离、电极大小、人体

组织电阻率变化对人体通信的影响。

圈1衙单四端电路模型

№1 A four—terminal dm血model

不论是电极面积大小、电极材料异同，皮肤的干

湿状况、电极与皮肤的粘合程度等等这些在人体通

信发送端的影响因素，其根本原冈是造成了电极与

皮肤接触阻抗(即图l中五)的变化。本研究将着

眼于电流耦合型的人体通信方式，以前臂的电路模

型为基础，设计实验方案，重点开展发送端接触阻抗

的测量和计算，探讨发送端小同接触阻抗对人体通

信信号衰减率的影响，为深人了解和掌握人体信道

的等效电路模型特性，提供定量化依据。

2模型和实验

人体前臂由皮肤、脂肪、肌肉、骨骼等组织构成。

皮肤具有较强的介电特性。肌肉中含有水分和电解

质，导电性能好。而脂肪中含水极少，导电性能较

羞。脂肪层位于电特性良好的皮肤和肌肉之间，这

种结构与Cole—Cole模型等效[5]。

医用电极由电极基片和导电胶组成，而皮肤由表

皮层、真皮层和皮下组织组成。电极和皮肤接触时的

阻抗结构见图2。其中心、G分别代表电极与皮肤

的接触电阻和接触电容；R，e分别代表表皮层的电

阻和电容；R。代表真皮层和皮下组织的电阻№J。

2．1前臂发送端电路模型

人体通信中发送机产生的交变电流信号主要在

两个发送电极及其之间的人体组织传导。只有较少

的一部分电流会沿着皮肤和肌肉的纤维向外传播j J。

圈2电极与皮肤阻抗结构图

№2 Tk劬m咖ofd唧删e—skin jn单刮h啤

为了更好地研究发送电极与皮肤的接触阻抗对通信

质量的影响，暂时忽略向外传播的那一小部分电流，

构建如图3(a)所示的发送端电路。

互的R、R。、cm分别代表整个人体组织的等效

内外液电阻和膜电容。为了研究方便，对电路进行

了简化处理。此电路的总体特性可用一个三元件

Cole—Cole模型来描述，见图3(b)。其中，尺．代表

人体等效内液电阻Ri；R：代表人体等效外液电阻

R。与接触电阻凡之和；C代表人体膜电容c。与接

触电容Q之和。在恒定频率下，人体输入阻抗互

基本不变，当电极与皮肤的接触阻抗发生改变时，模

型可反映出接触阻抗对发送信号的影响。

(a) (b)

圈3发送端电路

(a)为原始电路模型，(b)为简化电路模型

Ilg 3 n硼团枷I薯一蛔删d删t
(a)oagilI丑I di'o．1it tmdel；(b)8implitled circuit matel

2．2实验设计

采用交变方波电流对人体通信发送端的电特性

进行测试。因为交变方波电流可以方便的控制对人

体电容C的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避免恒压测量时

产生的极化现象，从而提高实验的准确度。测量电

路总体框图见图4。

由信号源产生的交变方波电压信号经过V／I转

换电路转化成交变的方波电流(经测试，设置输出电

流有效值为l mA，在1．100 kHz频率范围内，其输出

电流偏差不超过l％)，然后通过一对电极流经人体的

前臂，其问串联了一个取样电阻R，。尺，为500，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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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发送端测■电路总体框圈

№4 The structure 0fm嘲叶dl棚t

于人体皮肤电阻(大于lKQ)【7】。不会影响测试结

果。

人体实验围绕10位自愿者展开。志愿者年龄

为24—45岁，男女比例3：2，体重为46～8l kg。在

整个实验过程中，使用胶带保证电极与人体正常良

好接触，要求自愿者平躺在测试床上，并保持放松状

态，待10 min后测量趋于稳定后读数。

本实验使用了2 c．rn×2 enl、3 e111×3 cm、4 c．m×4

cm的理疗电极来进行对比实验，用于比较不同的电

极面积对接触阻抗的影响。通过在实验部位施加有

效值为l mA的交变方波电流，可保证实验过程中不

会出现突发刺痛的感觉，同时示波器测得的波形也

较稳定。示波器上观测到的波形见图5。

图5示渡器上观测到的波形

№5 The o蛔删w羽，d咖∞∞dm∞畔

通道1测得取样电阻尺。上的电压波形K，反

映了施加在人体前臂信号发送端的方波电流波形。

通道2测得人体前臂通信信号发送端电极问的电压

波形，即在交变方波电流条件下作用于体表的响应

电压波形。在通道2的波形中，垂直线段部分反映

了交变方波电流发生突变的一瞬间在电阻R。上产

生的电压突变VRI，在电流幅值恒定的情况下，馏，

基本为一定值；曲线部分反映了人体电容在恒定电

流条件下的充电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体电容上

的电压值以对数曲线的趋势逐渐上升。交变方波电

流的频率越小，充电时间越长，人体电容所承受的电

压越大。设定充电时间r，、疋为0．05 n'玛(20kHz)和

0．1瞄(10kHz)，从产生的波形中测量得到％。、

％+、％一、％+、％一的电压值，联立如下方程组，

可解得模型参数R。、尺：、C：

f％l=Rl×，

{Vrop：=。R×2
x

1T1R C X In[(‰一％-)，(‰一％+)](1)l =l× [(y脚一y71一)，(y聊一％+)]、。

【咒=RI×C×In[(ymp—y如一)／(y7nP—y挖+)]

其中，死、乃为不同频率下电容c的充电时间；‰
为电容C充电饱和时所达到的最大电压，其值等于

尺：和电流幅值』的乘积；F7"。一、％一为电容c的充

电起始电压；％+、％+是电容C充电的截止电压。

3结果与讨论

在室温26％、湿度60％环境下，对10位自愿者

每人进行3次测试，取平均值。在一定程度上排除

了个体差异。结果见表l。

表l前臂发送端模型参数测量结果

砌e l Tk measurement results of 1nmsmitter—terminal circuit

发送端阻抗Z的表达式为：

z=[Rl+1，(加C)]IIR2 (2)

在l一100 kHz频率范嗣内，前臂处3种电极的

发送端阻抗频谱图见图6。

0 十手腕一-4×4ca理’ r电极L

—◆一手腕一3×3cm珲7 电投

--,,1--手腕一2×2eX坶， r电掘．

＼．
≮
k

＼k
＼

●●_● 、0“

＼
、一

103 10‘ lO’

Frecluency(，／Hz)

圈6前臂处3种电极的发送端阻抗频谱图

№6 h聊岫frequency speetrm 0f 3 kinds of

eleetnale at Imman fon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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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6可以看出，在相同频率下，对于同种电极

来说，电极面积越小，接触阻抗越大。在l一10 kHz

频段内，随着频率的增加，三者的阻抗差逐渐减小。

当频率位于10—100 kHz的时候，两者的阻抗差基

本趋于稳定。

在定量测得不同电极的接触阻抗之后，有必要

进一步了解发送端接触阻抗的差异究竟会给人体通

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考虑到载波频率的范围，采

用衰减率来描述人体通信的信道特性，其表达式为：

Attenm矗ion[dB J=20×]ogto(‰／U硒神)(3)
其中u枞为发送电极两端的电压，％咖为接

收电极两端的电压值。

人体试验中采用4咖x 4 cm电极作为接收电

极，固定收发距离为10 em，以有效值为l mA的正弦

交流电流作为测试信号，测取三种发送电极在l一

100 kI-Iz情况下的衰减率，见图7。

圈7前霄处3种电极的衰减翠曲线圈

№7 Attmua自Tmu of 3 kinds of electrode at Immmn forearm

从图7中看出，对于同种电极来说，面积越大，

电极和皮肤间的接触阻抗越小，其对应的衰减率也

越小。因而，选用较大面积的电极作为发送端的电

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体通信的质量。

我们将电极贴于小腿处进行了同样的实验，得

到了类似的结果，见图8。

与前臂测得的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在同一频率

下，小腿处的接触阻抗和衰减率均比前臂小。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小腿的肌肉比前臂厚实，更

有利于信号的传输。所以，在l～100 kl-lz频段内，

小腿具有更好的信号传输特性。

4结论

在人体通信中，接触阻抗是影响通信质量的厦

Fz'equeney(f／Hz)

(8)

Frequency(f／Hz)

(b)

圈8小腿处的测■结果

(a)小腿处3种电极的发送端阻抗频谱图

(b)小腿处3种电极的衰减率曲线图

啦8 The measm-ammt result the at h咖calf
(a)the mxUng—cad’8 h珥x妇一fn，quency spectrum of 3

killd8 of electrode at human calf；(b)tI”d∞町rate C111'V(!of 3

kinds of electrode athuman calf

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基于电流耦合型人体通信方

式，以人体前臂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发送端电路模型

进行分析和简化。通过对人体施加交变方波电流测

量模型的参数，围绕三种不同面积的发送电极开展

对比性实验，得到如下结论：发送端电极与皮肤之间

的接触阻抗对人体通信发送端电路阻抗有着较大的

影响，接触阻抗越大，发送端阻抗越大，使人体通信

过程中的信号衰减率变大。因此，在研究人体通信

的机理时，不能忽略接触阻抗的影响，应尽可能增大

发送电极的面积，同时注意皮肤清洁，保证电极与皮

肤良好接触等措施，以减小接触阻抗，提高信号增

益，保证通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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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奇蛋白质可影响癌细胞产生

细胞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和新生的考验，这也是人体保持新陈代谢必不可少的过程。但是，如果细胞

的死亡方式不正确，那就有可能导致某些疾病的发生。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发现了一种新奇的

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对细胞产生影响，使它们选择对人体有益的自杀方式。

科学研究发现，细胞是以两种方式自我消亡的：一种方式称之为“跌落”式，即像叶子从树上落下一样。

这种方法的基本过程是细胞产生有毒蛋白导致细胞破裂，死亡后的细胞被邻近细胞“吃掉”。另一种方法称

之为“自我吞噬”式，即细胞从内部将自己吃掉。如果细胞以“自我吞噬”方法自杀，就有可能导致一些疾病的

产生，例如癌症。

在研究中，魏兹曼研究院分子遗传系主任阿迪·科米奇教授等人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蛋白，它可以影响癌

细胞选择“消灭自己”的自杀方式。这种蛋白实际上是过去已经认知的一种蛋白质的短体形态，在没有缩短

时，通常不能引导细胞选择“跌落”式方法自杀。尽管这两种蛋白以不同形式给癌细胞发出自杀指令，但它们

都受同一种基因编码的控制。研究人员发现，正是这些丢失了某些片断的短体蛋白向细胞发出了使用“跌

落”方式自杀的指令，而不是那些遗传正常的蛋白给细胞发出的“自我吞噬”信号。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