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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R 间期和多特征值的房颤
自动检测分类
陈志博，李健，李智，彭韵陶，高兴姣
四川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 房颤（AF）是一种常见的心率失常疾病，基于心电图（ECG）的房颤检测对临床诊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由于 ECG 信号的非线性和复杂性，人工检测 ECG 信号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且极易出现错误。为了
克服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基于 RR 间期的特征提取方法，以稳健变异系数（RCV）描述 RR 间期的离散程度，以偏
态参数（SKP）描述 RR 间期的分布形状，以 Lempel-Ziv 复杂度（LZC）描述 RR 间期的复杂度。最后将 RCV、SKP、
LZC 特征值组成特征向量输入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模型，实现房颤的自动分类检测。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
效性和实用性，以 MIT-BIH 房颤数据库数据进行验证，最终分类结果显示，灵敏度为 95.81%、特异度为 96.48%、
准确率可达到 96.09%，同时在 MIT-BIH 窦性心律数据库中实现了 95.16% 的特异度。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方
法是一种有效的房颤分类方法。
【关键词】 房颤；稳健变异系数；偏态；Lempel-Ziv 复杂度；支持向量机

Automatic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using RR intervals and
multi-eigen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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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rial fibrillation (AF) is a common arrhythmia disease. Detec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based on
electrocardiogram (EC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Due to the non-linearity and complexity of ECG
signals, the procedure to manually diagnose the ECG signals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is prone to error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above problems, a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based on RR interval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discrete
degree of RR interval is described with the robus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RCV), the distribution shape of RR interval is
described with the skewness parameter (SKP), and the complexity of RR interval is described with the Lempel-Ziv
complexity (LZC). Finally, the feature vectors of RCV, SKP, and LZC are input into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classifier model to achieve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To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the MIT-BIH atrial fibrillation database was used to verify the data. The final
class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nsitivity is 95.81%, the specificity is 96.48%, the accuracy is 96.09%, and the specificity
of 95.16% is achieved in the MIT-BIH normal sinus rhythm databas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n effective classification method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Key words】 atrial fibrillation; robus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skewness; Lempel-Ziv complexit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引言
在全球医疗保健系统中，房颤（atrial fibrilla-

tion，AF）患者的检测和治疗变得越来越重要 [1-2] 。
由于房颤可使患者发生中风的风险增加近 5 倍 [3] ，
所以其早期的检测和治疗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市
场上出现了一些基于一次性贴片系统 [4] 和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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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ECG）技术 [5]的新设备
可专门用于房颤检测，但是当患者表现出房颤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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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医生通过 12 导联 ECG 信号进行房颤检测仍然
[6]

性。所以可以将 RR 间期的非线性参数分析法看作

是最科学的方法 。ECG 信号是能够反映心脏活

传统统计方法的一种补充，可以通过结合 RR 间期

动的周期性电信号，当房颤发生时，其 ECG 信号会

的统计量特征和非线性参数特征得到 RR 间期的多

表现为 P 波消失，代之以一系列形态不一致、方向

角度分布特征，以提高房颤检测的准确性。本文提

各不相同的 f 波信号，且 RR 间期（两个 QRS 波中 R

取 RR 间期的统计特征——稳健变异系数（robust

波之间相隔的时间）绝对不规则[7]。一些学者先将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RCV）、偏态参数（skewness

ECG 信号中的 QRS-T 波消除，得到仅包含 P 波或 f

parameter，SKP）和非线性参数特征——Lempel-Ziv

波的信号，然后再通过分析这部分信号进行房颤检

复杂度（Lempel-Ziv complexity，LZC）组成特征向

[8]

测。Ladavich 等 使用 P 波特征的高斯混合模型对
ECG 信号进行分类，灵敏度（sensitivity，Se）达到
98.10%，特异度（specificity，Sp）达到 91.70%。
Weng 等[9]采用小波分解，将 ECG 信号分解成不同

量，进行房颤分类检测。

1 实验数据
本文以麻省理工学院-贝斯以色列医院（Massa-

频域段信号，然后提取各频域段信号的峰值平均

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th Israel Hospital，

功率比特征值输入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IT-BIH）房颤数据库（MIT-BIH Atrial Fibrillation，

machine，SVM）分类器进行分类；Asgari 等

[10]

在

MIT-BIH-AF）（https://www.physionet.org/physiobank/

Weng 等 的基础上增加了各频域段信号的 log 熵

database/afdb/） [18] 中的数据作为实验数据测试来

特征，使用 SVM 交叉验证方法对房颤数据进行实

源，共选择包含了 25 条 ECG 信号的记录数据，每

验，实现了 97.00% 的灵敏度、97.10% 的特异度、

条 ECG 信号记录时间长度为 10 h。ECG 信号的采

97.10% 的准确率（accuracy，Acc）。但是 ECG 信号

样频率是 250 Hz、分辨率为 12 bit、采样带宽是

中 QRS-T 波群形 态变异很大，一般情况下，难以被

0.1～40 Hz。

[9]

完全消除，且残存的信号容易使 P 波误检。

本文还选择了 MIT-BIH 窦性心律（MIT-BIH

Babaeizadeh 等 [11]结合 f 波或 P 波分析提高了算法

Normal Sinus Rhythm，MIT-BIH-NSR）数据库

的准确率，但是心房活动中 P 波或 f 波属于微弱信

（https://physionet.org/physiobank/database/nsrdb/）[18]

号，检测特征点会比较困难，而且在动态 ECG 信号

中 18 条时长达 24 h 的 ECG 信号记录数据。所有

中，极易受到噪声干扰的影响。Parvaresh 等

[12]

提

信号记录均无明显的心律失常，因而可用于验证房

出直接提取 ECG 信号分段的自回归（auto regres-

颤 检 测 算 法 的 特 异 度 。 MIT-BIH-AF 数 据 库 与

sive，AR）模型参数特征，不需要 R 波、P 波、f 波检

MIT-BIH-NSR 数据库中房颤与非房颤心搏的具体

测，也不需要 QRS-T 波消除，对 ECG 信号进行房

数量如表 1 所示。

颤检测，实现了 96.14% 的灵敏度、93.20% 的特异
度。可是该方法模型必须自相关，且自相关系数要

房颤分类系统流程如图 1 所示，主要包含 3 个

大于 0.5，否则会造成预测结果极不准确。
RR 间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心率

[13]

。房颤

ECG 信号的一个突出特征是 RR 间期绝对不规则，
且 R 波幅值较大，相比于对 P 波、f 波的检测定位，
RR 间期的检测定位更容易且准确。目前 ECG 信号
的 R 波检测方法较多，准确率可达到 99.00%

[14-15]

。

基于 RR 间期的房颤检测具有较强鲁棒性，可实现
移动端的房颤检测。Li 等

[16]

使用 RR 间期信息熵、

RR 间期差概率密度分布和空白窗比率特征进行房
颤分类，实现了 95.30% 的灵敏度、96.30% 的特异

技术步骤：
（1）预处理：进行 ECG 信号 RR 间期的获取与
分段；
（2）特征提取：提取表征房颤段与非房颤段
RR 间期的特征向量；
（3）分类：训练 SVM 分类器模型用于预测输
入样本标签。

2.1 预处理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房颤的分类，所以将 MITBIH-AF 数据库中前 12 条 ECG 信号记录（记录号较

度、95.90% 的准确率。
从 ECG 信号中提取有效反映疾病的特征，是
[17]

2 房颤分类

小的 12 条）作为训练集训练分类模型，后 13 条

。在实践应用中，统计学分

ECG 信号记录（记录号较大的 13 条）作为测试集进

析方法仅是对数据进行定性的分析，而非线性理论

行分类模型准确性的检验。在对一个患者的全程

却能提取系统的演变信息，定量地描述系统的复杂

ECG 信号 RR 间期进行分段与实际类别标注时，分

一个特征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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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IT-BIH 数据库统计
Tab.1 Statistics sorted out from MIT-BIH database
心搏数/个

数据库

记录数/个

MIT-BIH-AF

25

519 816

MIT-BIH-NSR

18

—

房颤

房颤段数/个

房颤总持续时间/h

701 747

299

93.4

1 729 629

0

非房颤

0

特征提取
测试集

预处理
检测 R 波, 提取
RR 间期

ECG 信号

SVM 分类器

稳健变异系数

RR 间期

预测类别

偏态参数
Lempel-Ziv 复杂度

图1

训练集

训练 SVM 类型

房颤分类系统流程图

Fig.1 Flow diagram of atrial fibrill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别取 32、64 和 128 个心搏为一段，如图 2 所示，有

（3）Lempel-Ziv 复杂度：

的 RR 间期段内不仅包含房颤心搏，也包含非房颤

Lempel-Ziv 复杂度算法，是将一个长度一定的

心搏，对于这些 RR 间期段，若房颤心搏数量超过

序列的复杂度视为该序列中新模式随序列长度的

该段总心搏数量的一半时，则标注这些段是房颤

递增而产生的速度[19]，其具体算法如下：

段，否则标注为非房颤段。对 MIT-BIH 数据库进

步骤一：首先将已知序列

(x 1; x 2; ¢¢¢; x n )

行分段、标注整理，各数据库中的不同分段长度，

重 构 ， 计 算 该 序 列 的 平 均 值 x¹ ， 将 序 列 中 满 足

房颤与非房颤段数目如表 2 所示。

x i > x¹ 的部分都置“1”，满足 x i 6 x¹ 的部分都置

2.2 特征提取
实验中本文提取了 RR 间期的 3 个特征值：稳
健变异系数、偏态参数、Lempel-Ziv 复杂度。
（1）稳健变异系数：
在稳健统计技术中，稳健变异系数（以符号
RCV 表示）定义为归一化 RR 间期四分位间距与 RR
间期中位数的比值。其中，四分位间距（interquartile
range，IQR），以符号 IQR 表示；中位数（median，
M），以符号 M 表示，则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I QR

R CV

0:741 3
M

(1)

式（1）中的 IQR × 0.741 3 表示的是归一化 RR
间期四分位间距，使之等于正态分布的标准差。
偏态参数（以符号 SKP 表示）可以评估数据分
布形态中表现的偏斜方向和程度，能够对数据分布
的非对称性进行描述。一组 RR 间期序列的偏态参
数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
SK P

N 1

N
X
(R R
i 1

RR)
SD3
i

(s 1; s 2; ¢¢¢; s n ) 。

步骤二：对上面所得（“0”，“1”）序列中已
存在的一个子串

(s 1; s 2; ¢¢¢; s m ) ，在其后加上一

个字符 sm+1，或者是加上一串 k 个字符的
(s m
sm

1; s m
1; s m

2; ¢¢¢; s m+k )，得到一符号序列

2; ¢¢¢; s m

k ) ；将字符串

字符得到 SQv，即
sm

k¡1) ，然后检查Q

(s 1; s 2; ¢¢¢;

SQ 去除最后一个

(s 1; s 2; ¢¢¢; s m

1; s m

2; ¢¢¢;

是否与 SQv 中己出现过的子

串 相 同 ， 即 查 看 是 否 存 在 某 个 i， 1 ≤ i ≤ m， 使
(s m

1; s m

2; ¢¢¢; s m

k)

(s i ; s i

1; ¢¢¢; s i k 1) ； 若 是

存在，就将 Q 加到后面的方式称为“复制”，此
骤，一直到 Q 不属于 SQv 中已出现过的子串为

止；而将 Q 不属于 SQv 中已出现过的子串的过程
称为“插入”，在“插入”时将一个“·”符号放在
Q 后；然后将“·”前面的全部字符都作为 S，循环
上面的步骤。

3

(2)

其中，RRi 表示第 i 个 RR 间期，R R 表示 RR 间
期平均值，N 是 RR 间期长度，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SD），以符号 SD 表示。

包括“0”和“1”的符号序列

时，将 Q 延长，也就是增加 k，不停重复上面的步

（2）偏态参数：

1

“0”，通过这样的方法将原序列 X 重构为一个仅

步骤三：如上，一个序列被“·”断分为多个字
符串段，定义得到的字符段数量为“复杂度”（以
符号 C（n）表示）。
步骤四：根据文献[19]，一个 S∈{“0”，
“1”}的序列，其复杂度会趋近一个值 b（n），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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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间期/s

1.5

1.0

0.5

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2 000

2 500

3 000

心搏数/个

标注段

房颤

非房颤
0

500

1 000

1 500
心搏数/个

图2

RR 间期与对应的类别标注

Fig.2 RR interval and corresponding class labeling
表 2 MIT-BIH 数据库 RR 间期分段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RR interval segment sorted out from MIT-BIH database
32 个心搏为一段

数据

房颤段

64 个心搏为一段

非房颤段

房颤段

128 个心搏为一段

非房颤段

房颤段

非房颤段

MIT-BIH-AF 训练集

4 431

13 564

2 221

6 756

1 110

3 286

MIT-BIH-AF 测试集
MIT-BIH-NSR

11 779
—

8 312
62 675

5 901
—

4 148
28 204

2 920
—

2 069
15 781

其中，x1∈Rn，y∈{+1，–1}，i 1; 2; ¢¢¢; N 。xi 为

公式如式（3）所示：
lim C(n) b(n)

n!1

n
log 2 n

(3)

b（ n） 表 示 的 是 序 列 的 渐 进 形 态 ， 可 以 使 用
b（n）将 C（n）进行归一化，得到“相对复杂度”测
度（以符号 c（n）表示），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
c(n)

C(n)
0 6 c(n) 6 1
b(n)

(4)

从计算过程可知，Lempel-Ziv 复杂度度量的是
一个序列中产生新模式的速度，c（n）取不同值，序
列中产生新模式的速度不同，该序列表现了不同的
特性；或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为 c（n）是计算一
个时间序列同随机序列相似的程度。

–1 类标记，（xi，yi）称为样本点。设定这一训练集
实例能够被一个超平面进行线性划分，该超平面对
应于一个方程，如式（6）所示：
(w ¢ x) b 0

(6)

1
，
kwk
所以线性可分情况下的 SVM 的最优化问题分别如
因为支持向量与超平面之间的距离为

式（7）、（8）所示：
min
w;b

1
kwk2
2

s :t: y i (w ¢ x i b) 1 > 0;

(7)

i 1; 2; ¢¢¢; N

(8)

这是一个凸二次规划问题，使用拉格朗日对偶

2.3 SVM 分类器
在机器学习领域，SVM 是一个基于统计理论
的、有监督的学习模型，是一种常见的分类判别方
法。给定一个训练集，如式（5）所示：
f(x 1; y 1) ; (x 2; y 2) ; ¢¢¢; (x N ; y N )g

第 i 个特征向量，也称为实例，y i 为 x i 的两种 +1、

性，最后可求得最优分类决策函数如式（9）所示：
( n
)
X
¤
¤
f (x; w; b) sgn
y i K (x i ¢ x) b
(9)
i 1

(5)

上式训练集中对应于 α* 的样本点就是支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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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b* 表示的是分类阀值，K（xi·x）是将输入空间映

最 好 ， 在 MIT-BIH-AF 数 据 库 测 试 集 中 达 到 了

射到高维特征空间的核函数。SVM 由于其具有良

95.81% 的灵敏度、96.48% 的特异度和 96.09% 的准

好的结构风险最小化的生成能力，已被广泛应用于

确率，在 MIT-BIH-NSR 数据库中达到了 95.16% 的

实际分类问题

[20]

。

特异度。

2.4 评估指标

当 RR 间期长度为 64 个点时，测试集的稳健

本文利用灵敏度（以符号 Se 表示）、特异度（以

变异系数、偏态参数、Lempel-Ziv 复杂度特征组

符号 Sp 表示）、准确率（以符号 Acc 表示）来评估房

成的三维图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房颤与非房颤

颤分类效果，且这 3 个指标由真阳性（true

三维特征值的分布区域存在明显差异。理论上非

positive，TP）（以符号 TP 表示）、真阴性（true

房颤 RR 间期的稳健变异系数值应较小，但是部分

negative，TN）（以符号 TN 表示）、假阳性（false

非房颤 RR 间期的稳健变异系数出现较大值，与房

positive，FP）（以符号 FP 表示）、假阴性（false

颤 RR 间期的特征值发生交叠，降低了分类的准确

negative，FN）（以符号 FN 表示）决定，计算公式分

性。分布在图中左上部的为非房颤特征点，这些非

别如式（10）、（11）、（12）所示：

房颤点的稳健变异系数值较大，出现了异常，但

Acc

Se

TP
TP + F N

100

(10)

Sp

TN
TN + F P

100

(11)

TP

TP TN
TN F P F N

Lempel-Ziv 复 杂 度 特 征 的 加 入 ， 得 到 这 些 点 的
Lempel-Ziv 复 杂 度 值 较 小 ， 使 这 些 点 分 布 在 了
Lempel-Ziv 复 杂 度 轴 的 靠 负 轴 方 向 ， 而 房 颤 的
Lempel-Ziv 复杂度值较大，分布在了 Lempel-Ziv 复
杂度轴的靠正轴方向，使房颤与非房颤的三维特

100

(12)

征值分布区域有了明显的可分性，提高了分类准
确性。

3 实验分析

近年来房颤分类检测文献的分类效果，以及本
文所提统计特征结合非线性参数特征的分类效果

3.1 分类的实现
房颤分类实验首先提取 RR 间期的稳健变异系

如表 4 所示，所得分类效果都是基于 MIT-BIH-AF

数、偏态参数和 Lempel-Ziv 复杂度，组成特征向

数据库。从表中可以发现，与其他算法对比，本文

量，然后再结合 MIT-BIH 数据库中房颤的类型标

所提房颤检测算法在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率方面

注，将训练集特征向量与房颤标注一起输入 SVM

都具有优势，实现了房颤的准确诊断。

分类器进行训练，最后将测试集的特征向量输入上
述已经训练好的分类器，对测试集进行分类。其

4 结论
计算机自动分析、检测房颤具有很大的实用

中，本文采用了径向基函数（radial basis kernel，
开发

性。本文从离散程度、分布形态、复杂度等多个角

的 支 持 向 量 机 库 （ a library for support vector

度对 RR 间期进行特征分析，并且在各角度分析中

machines，LIBSVM）工具箱。

选择较有效的参数进行特征表征。基于 RR 间期房

3.2 实验结果分析

颤检测局限性的根源在于：没有加入 ECG 信号的

RBF）核的 SVM，该分类器包含了 Chang 等

[21]

如前文 2.1 小节所述，当 RR 间期段长度分别

其他特征（如 P 波），这是因为 ECG 信号上的 P 波

为 32、64、128 个点时，MIT-BIH-AF 数据库和 MIT-

幅度相对较低，在移动期间可能难以准确记录。若

BIH-NSR 数据库的分类效果如表 3 所示，本方法对

ECG 信号采集设备能够采集到低噪声的 ECG 信号

于不同 RR 间期长度均获得了不错的分类效果，其

数据，可以考虑结合 P 波特征进行检测，使房颤检

中当取 RR 间期长度为 64 个点时，得到的分类效果

测系统更加精确、高效。

表 3 测试集的分类评估指标值
Tab.3 Clustering value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testing set
数据库
MIT-BIH-AF
MIT-BIH-NSR

32 个点

64 个点

128 个点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94.03
—

95.81
—

95.07
—

95.43
92.62

94.61
—

96.48
95.16

96.09
—

96.33
92.78

9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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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ree-dimensional map for the eigenvalue of robus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parameter of skewness and Lempel-Ziv complexity

表 4 不同算法分类效果对比
Tab.4 Comparison of classific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algorithm
文献

特征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Du 等

TQ 间期内 f 波的平均数

94.13

—

93.67

Ladavich 等[8]

P 波特征高斯混合模型

98.10

91.70

—

García 等[23]

TQ 间期相对小波能量

91.20

94.50

93.30

Kennedy 等[24]

样本熵 + 变异系数 + 差值均方平方根 + 绝对中位差

92.80

98.30

—

Li 等[16]

空白窗比率 + 信息熵 + RR 间期差概率密度分布

95.30

96.30

95.90

Afdala 等

RR 间期香农熵

85.31

84.82

85.39

本文

稳健变异系数 + 偏态参数 + Lempel-Ziv 复杂度

95.81

96.48

96.09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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