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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远程心电智能诊断系统 

 

摘要 

 

本作品是基于深度学习构建的心电辅助诊断系统，由云端主机、模拟采集前端以及 Intel

平台（边缘端）和网页访问的用户端构成。模拟采集前端基于 ADS1298和 STM32 芯片设计，

可以采集十二导联心电信号， 在 Intel 平台对采集到的心电信号使用小波进行处理并在屏

幕上实时显示，同时使用 ResNet 网络的对心电信号进行智能诊断。并将诊断结果和心电数

据上传到云端。在云端构建心电数据库，并生成诊断报告。医生可以通过网页获取和修改诊

断报告，。患者也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得到医生的诊断结果。 

 

关键词：心电图，心律不齐，ResNet，边缘计算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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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REMOTE ECG INTELLIGENT DIAGONSIS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BSTRACT 

 

This work is an ECG-assisted diagnosis syste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t is composed of a 

cloud host, an analog collection front end, an Intel platform (edge end) and a user end for web 

page access. The analog acquisition front end is based on the ADS1298 and STM32 chip design, 

which can collect 12-lead ECG signals. The collected ECG signals are processed on the Intel 

platform using wavelet and displayed in real time on the screen. At the same time, the ECG 

signals of the ResNet network are used. Perform intelligent diagnosis. And upload the diagnosis 

results and ECG data to the cloud. Build an ECG database in the cloud and generate diagnostic 

reports. Doctors can obtain and modify the diagnosis report through the web. The patient can also 

get the doctor's diagnosis result in the above-mentioned way. 

Keywords: ECG, arrhythmia, RESNET, edge computing,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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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作品的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日前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死因，每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数高于

任何其他死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估计有179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占全球死亡总数的31%，其中，85%死于心脏病和中风。我国心血管病的患病率以及死亡率，

情况不容乐观。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人数占疾病死亡总数的40%以上，居各种疾病之首，高于

肿瘤等其他病因，其中农村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持续高于城市水平。心律失常症状是心血管疾

病发作的重要临床表现。由于某些异常心率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人们常常使用动态心电图记

录每天的心率，医生则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十分费力。对于医疗资源紧缺的地区，这

种方式也影响了患者的诊疗，错过救治的最佳时间。 

近些年来，深度学习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使用复杂的网络结构以及足

够丰富的数据集，便可以构建准确率较高的模型，在自动驾驶、语音识别、图像处理等方面

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2018年，吴恩达领导的斯坦福大学机器学习团队使用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方法，利用6

万多条真实的数据集实现了一个可以诊断12种异常类型的模型。实验结果显示，该种方法可

以达到比较高的准确率，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医疗专家。但对于心房颤动等方面的识别率仍

旧不是十分理想。仍旧有待解决。 

1.1.2 研究意义 

使用云平台+智能诊断技术可以实现心电图的快速诊断并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使

用智能诊断技术对病人的心电图进行分析处理上传云端，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医生可以根据辅

助诊断的结果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分析，给出治疗意见。这样对于农村等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

也可以实现远程会诊，对病情做出快速而又准确的诊断，抢出宝贵的治疗时间。 

 

1.2 心电简介 

1.2.1 心电信号基础 

心电信号是一种典型的体表电信号，具有生物电信号的普遍特征，如信号源内阻较大、

信号微弱、频率低、背景噪声强且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等，为采集和测量带来了难度。心电信

号经过导联电极获取的是十分微弱的电信号，必须经过放大以及滤波处理，才能用于临床诊

断以及参数的测量，具体的采集方法常用的主要有标准导联、Wilson 单极加压肢体导联、

单极胸导联等。临床上为了统一和便于比较所获得的心电图波形，对描记的心电图的电极位

置和引线与放大器的联接方式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人们将这种电极组和其联接到放大器的方

式称为心电图导联或导联。现在广泛应用的是标准十二导联，分别记为I 、II 、III 、aVR 、

aVL 、aVF 、V1~V6 。I 、II 、III 导联为双极导联，其它为单极导联。获取两个测试点

的电位差时，用双极导联；获取某一点相对参考点的电位时，用单极导联。 

一般电信号有三大特征：幅度、频谱和信号源阻抗。作为生物电的心电信号具有如 

下特征：  

(1)微弱性：心电信号是自人体体表特定点处拾取的生物电信号，信号通常十分微弱，其

幅度一般不超过5mV ，典型值为lm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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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频特性：人体的心电信号十分微弱，频率较低，其频谱范围一般为0.03 ～100Hz ，

频谱能量主要集中在0.5～35Hz之间；  

(3)高阻抗特性：作为心电的信号源，人体源阻抗一般较大，可达几十kΩ，给心电 

检测带来误差和失真。 同时，心电信号的采集面临着许多干扰源，主要包括工频干扰、

高频电磁场干扰，电极极化干扰、肌电干扰以及设备本身的干扰。要保证心电信号的完善，

则必须对以上的干扰进行合适的处理。 

1.2.2 心电检测 

威尔逊最早将单极性导联的方法引入到了心电检测技术。在实验中发现，当人的皮肤涂

上导电膏后，右上肢、左上肢和左下肢之间的平均电阻分别为1.5k Ω、2kΩ、2.5kΩ。如

果将这三个肢体连成一点作为参考电极点，在心脏电活动过程中，这一点的电位并不正好为

零。单极性导联法就是设置一个星形电阻网络，即在三个肢体电极（左手、右手、左脚）上

各接入一个等值电阻（称为平衡电阻），使三个肢端与心脏间的电阻数值互相接近，三个电

阻的另一端接在一起，获得一个接近零值的电极电位端。称它为威尔逊中心点。 这样在每

个心动周期的每一瞬间，中心点的电位都为零。将放大器的负输入端接到中心点，正输入端

分别接到胸部某些特定点，这样获得的心电图就叫做单极胸导联心电图。在十二导联心电图

中，威尔逊中心点电位是左上肢（LA）、左下肢（LL）和右上肢（RA）的平均值决定的，使

用威尔逊网络配合导联选择，既可减小均压电阻对心电信号的衰减，又不影响放大器的输入

阻抗。在V1-V6 信号的检测中，可以认为威尔逊网络的中心端的电位与人体电偶中心点的电

位相等，即均可视为零点位。 

在动态心电监护仪中，右腿驱动电路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主要出于两个方面：  

(1)50Hz 工频干扰抑制；  

(2)保护病人。  

工频(50Hz) 干扰是心电测量中最重要的干扰。仅靠前置放大器的高共模抑制比还不足以

抑制工频干扰，右腿驱动电路也是抑制工频干扰的有效方法。右腿驱动的工作原理是将由人

体体表获得的共模电压通过负反馈放大的方式输回人体，从而达到抵消共模干扰的作用，从

根本上抑制共模电压。 

 

1.3 本文主要工作 

下面是本文的主要章节安排：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介绍了心电相关概念，作品的研究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介绍了系统的整体设计方案。包括对作品可行性的分析等。 

第三章介绍了系统的总体硬件设计方案，介绍了以ADS1298和STM32为核心的心电信号采

集器，简单介绍了对竞赛平台的扩展工作。 

第四章为系统的总体软件设计方案，其中包括软件流程图、用户图形界面简介、云端数

据库的搭建以及用户端的构建，同时介绍了基于ResNet的心电分析算法。 

第五章是系统的测试方案与结果，其中对本系统进行了功能与性能的测试，最终对结果

进行分析。 

第六章介绍了本系统的关键技术与技术难点。 

结束语是对本篇设计报告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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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总体方案 

2.1 系统总体方案概述 

系统包括以下四部分： 

（1）便携式心电采集器（采集端） 

（2）心电信号分析设备（边缘端，也即 Ai-Box 平台） 

（3）云端数据库 

（4）用户端（包括患者和医生） 

 

图 2-1 系统结构图 

本系统所分析的主要生理参数为心电信号，心电信号由便携式采集设备采集并将采集到

的心电数据传输到处理平台。处理平台对收到的的心电信息进行实时显示和分析，可以提前

给出诊断结果，医生亦可以通过软件添加自己的诊断意见，同时处理平台还可以将数据上传

到云端，患者和医生均可以使用访问网页的方式查看云端数据库中存储的病历信息。这一方

案即可以让患者提早得知患病概率，也可以有效降低医生的工作量。 

 

2.2 方案可行性分析 

平台上所配置的处理器为Intel i3-8145UE，其不仅拥有2.2GHz的超高主频，而且具备超

线程技术，进而兼容多线程操作系统和软件，减少了CPU的闲置时间，提高了CPU的运行效率，

如此强劲的CPU更适合于做复杂的心电分析算法。而且其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使其非常适

合作为边缘设备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 

同时平台还搭载了一块用于加速的HDDL-R8加速卡，可以高效的运行部署在内的深度学习

网络，这对于我们使用ResNet模型来识别心电信号有着极大的助益。同时在HDDL中做对心电

数据的识别更能解放CPU，使CPU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总之CPU与HDDL-R8加速卡通过PCI-e总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弥补了各面

的不足，使系统真正成为高性能、高可扩展性，更利于心电信号分析仪在其之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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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性能指标 

系统的功能及对应的性能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2-1 系统功能及其性能指标 

系统功能 主要内容 主要指标 

心电信号的采集、存

储和记录 

使用采集端采集心电信号并使用

采集端板载LCD（或边缘端屏幕）观

察波形，同时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存

储。 

采集八通道心电信号，

并计算出其余四导，无丢

波现象。 

采集端发送心电信号

到边缘端（竞赛平台） 

采集端通过USB将心电信传输到

边缘端。 

在边缘端上能观察到

来自于便携终端采集的心

电波形。 

心电信号的滤波处理 对采集到的心电信号进行滤波处

理。 

查看显示的波形基线

平稳且噪声小。 

心电信号的心率分

析、数据分析 

心率的实时显示以及对心电信号

的 分 析 功 能 。 （ 正 常 波 形 ，

AF,I-AVB,LBBB,PAC,PVC,STD,STE） 

查看所得心率是否正

确，心电诊断结果的是否

正确，准确率及误诊率 。 

心电数据上传云服务

器 

用边缘端把采集到的心电数据上

传到服务器端。 

在网页端查看所接收

的心电数据正确。 

 

2.4 本章小结 

本章从整体上对分析系统进行了介绍，包括系统的架构、模块组成、基本结构。同时，

对系统实现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平台能否达到分析仪所要求的性能。最后，给出了

系统的功能，以及需要实现的指标，让读者对系统有了整体的一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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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硬件的设计与实现 

3.1 引言 

硬件的设计主要是便携式心电采集器，使用 STM32 作为控制器，ADS1298 作为心电采集

前端，同时具有 SD 卡存储数据，使用 USB 或串口进行数据传输的功能。此外还包括对竞赛平

台的扩展工作。 

3.2 便携式心电采集器 

便携式心电采集器的系统结构如图所示 。该系统以ST公司推出的STM32F10x系列芯片为

核心，通过 FSMC 总线扩展了LCD ，通过GPIO扩展了按键等人机交互单元。系统前端采样使

用了 TI 公司的ADS1298 生物电采集模块，将采集的信号数字化后，传输至心电信号分析设

备进行识别等后续操作。 

 

图 2-1 心电采集器框图 

 

3.2.1 STM32 主控芯片的选择 
作为便携式设备，功耗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作为一款医学远程监护设备，需要

对数据进行实时显示，实时传输，这对处理器的性能和接口同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STM32F10x

系列芯片基于 Cortex-M3 内核，是 ARM7 构架的一次突破，具有功耗低，处理性能优越，中

断响应时间短，代码密度高，价格低廉等优势，非常适合作为便携式医疗设备的中央处理平台。

它在保证医疗设备的实时响应要求的前提下，极低的降低了医疗设备的价格，并提供了极高的

数据处理速率，是便携嵌入式设备的首选。 

STM32F10x 系列芯片，根据后缀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内部 FLASH 和 SRAM 容量。 对于

STM32F103x 系列，可以选择内置高达 512KB 的 FLASH 和 64K 的 SRAM ，以满足用户程

序和数据存储的需求。同时，中高档的芯片还提供灵活的静态存储器接口(FSMC) ，支持用 

SRAM, PSRAM, NOR 和 NAND 等存储器。外部存储器寻址范围被分为 3 片，每片寻址范围

高达 4M，基本上可以满足任何嵌入式设备的需求。 

在本项目中，选择了型号为 STM32F103VCT6 的芯片，含有 256K 的内置 FLASH 和 64K 的

内置 SRAM ，并且提供了 FSMC 接口、SDIO 接口以方便外设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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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ADS1298 采集心电数据 
ADS129X 系列芯片是 TI 公司推出全面集成的模拟前端 (AFE) 系列，用于生物电位测量

的低功率，4 通道/8 通道，24 位模拟前端，三角积分(ΔΣ)模数转换器(ADC)系列产品，此产

品具有内置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内部基准，和一个板载振荡器。包含了所有医疗心电

图(ECG)和脑电图(EEG)应用所通常要求的所有特性。ADS129X 通过集成 ECG 和 EEG 前端

所需的所有常用功能来简化设计，与分立式方案相比，可将组件数与功耗锐降 95%，同时还能

使客户实现最高的诊断准确度。它包含以下的特性[13]：  

(1)  8 个低噪声 PGA（ADS1298）或 4 个低噪声 PGA（ADS1294）； 

(2)  8 个高分辨率同步采样 ADC（ADS1298）或 4 个高分辨率同步采样 ADC（ADS1294）； 

(3)  适用于右腿驱动的集成放大器；   

(4)  适用于 Wilson Center Terminal (WCT) 和 Goldberger Terminal (GCT) 的集成放大器；   

(5)  数字步速检测功能；   

(6)  连续导联断线检测；   

(7)  用于更小尺寸和低功耗应用的板载振荡器和参考； 

(8)  每通道的功耗为 1mW，与分立实施相比，其功耗降幅高达 95%，从而可提高设备的

便携性和患者的移动能力； 

(8)  4 µVpp（典型值）输入参考噪声远低于 IEC60601-2-27/51 所规定的限值，使便携式

设备和高通道密度、高端 ECG 和 EEG 设备能够实现更加精确的测量。 

基于以上的特点，从节约成本和体积，提高便携式设备续航能力等方面考虑，选用该芯片

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系统的集成度和可靠性。图 2-2 展示了 ADS1298 的基本结构。 

 

图 2-2 ADS1298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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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使用 SDIO 扩展 SD卡 
Micro SD 是一种极细小的快闪记忆体卡，基于由 SanDisk 制造的 TransFlash 卡格式所创立。

这种卡主要用于流动电话使用，但因它拥有体积极小的优点，随著不断提升的容量，它慢慢开

始于 GPS 设备、携带型音乐播放器和一些快闪记忆体盘中使用。它的体积为 15mm x 11mm x 

1mm - 相当于手指甲盖的大小，是现在最小的记忆卡。它亦能够以转接器来接于 SD 卡插槽中

使用。SD 通过 9 针的接口与专门的驱动器相连接，不需额外的电源来保持其上的记忆信息，

传输速率高达 20MB／S ，并且具有物理写保护开关，保证数据的安全性。SD 存储卡定义了两

种可选择的通信协议：SD 模式和 SPI 模式。主机能自动选择其中任意一种模式。当接收到主

机的复位指令后，卡能检测到主机要求的模式，并在这种通信模式下进行下一步的通信。SD 通

信协议又分为 1 位总线模式和 4 位总线模式。最新的 SDIO 卡规范规定高速 I/O 卡必须支持 

SD 存储卡的所有通信模式。 

STM32F10x 系列芯片提供了标准的 4 位总线 SDIO 接口，同时提供了 SPI 接口，可以任

意选择其中一种协议对 SD 卡进行读写。为了提高系统的读写速度，减少读写时间，本系统采

用了 4 位总线的 SDIO 模式来完成 SD 卡的读写。Micro SD 卡接口电路如图 2-3 所示。 

 

图 2-3 Micro SD卡接口电路 

 

3.2.4 USB接口电路 
为了传输心电数据，系统还使用了 USB 总线用于传输数据，主要用于传输存储在 SD 内

的本地数据。 USB 接口电路如图 2-4 所示。 

 

图 2-4 USB接口电路 

USB 是通用串行总线，它在主机和各种即插即用的外设之间传输数据 。其特点如下： 

(1) 使用方便。USB 接口可以连接多个不同的设备，不涉及 IRQ 冲突问题，自带驱动程

序和应用软件，可以自动启动，支持热插拔，用户不用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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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速度快。USB 接口的最高传输率可达每秒 12Mb,比并口快了 10 多倍,  比串口快了 

100 倍。 

(3) 很强的纠错能力。USB 系统具有传输错误检测、错误纠正等功能。 

(4) 独立供电。USB 能向设备提供 5 伏电压，最大 500mA 电流，新设备不需自带电源，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性价比。 

(5) 支持多媒体。USB 支持异步及等时数据传输，使电话与 PC  集成，可共享语音邮件

及其它特性。USB 还具有高保真音频。由于 USB 音频信息在计算机外生成，减小了电子噪音

干扰,  从而使音频系统具有更高的保真度。 

STM32F10x 增强型系列产品内嵌一个 USB 设备，遵循 USB 全速标准；USB 接口实现全

速(12Mb/秒) 的设备功能；具有可软件配置的端点和待机/ 恢复功能。专用的 48MHz 时钟由内

部主 PLL 直接产生。因而，不需要外置 USB 接口芯片和时钟晶振，只需要通过配置相关寄存

器，即可方便的实现 USB 与 PC 的接口功能。 

 

3.2.5 使用 FSMC 接口扩展 LCD屏幕 
心电监护仪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可随身携带的系统，为了使用户能够对采集的心电信号有

一个直观的印象和进行常识性的观察，同时配合按键进行仪器的控制和设定，需在系统中扩展

液晶显示器(LCD) 来进行时间、波形、心电参数、和系统菜单的显示，使人机交互更加直观方

便。 

本系统选用了基于 ILI9341驱动的彩色液晶作为显示模块。该模块是一块高画质 的TFT 真

彩 LCD 模块，具有丰富多样的接口、编程方便、易于扩展等良好性能。内置专用驱动和控制 

IC(ILI9341) ，并且驱动 IC 自己集成显示缓存，无需外部显示缓存，是一块 240*320 分辨率

的 RGB 真彩色 TFT 液晶显示器，显示面积为 2.4 英寸，体积为 42.72mm×60.26mm×3.25mm。

为了方便用户的扩展使用，模块将显示器主供电源和显示器背光电源分开供电，这样如果用户

有需要的话，可以单独给背光提供合适的电源以获取合适的背光亮度。 

同时模块支持标准 Intel8080 总线，总线的最高速度可达 8MHz 。在整个系统运行的过程

中，刷新 LCD 和写 Micro SD 卡占据了系统大量的时间。为了获得更快的显示速度，减少系

统的工作量，提高代码效率，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选用了 STM32F10x 的 FSMC 功能，通过

配置 FSMC 的读写 SRAM 功能，将 LCD 当作系统外设存储器来操作，经初步实验证明，通

过 FSMC 功能控制的 LCD 比通过 I/O 口控制 LCD 的代码效率有明显提高。 

图 2-5 为 FSMC 控制 LCD 的接口电路图。 

 

图 2-5 使用 FSMC的 LCD接口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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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竞赛平台的扩展 

为实现数据在边缘端和云端的数据传输，除使用有线网络外，计划在竞赛平台上扩展 4G

网络接入和 WIFI 传输功能。 

 

3.3.1 4G网络接入 
使用中兴的 MF79U，该产品是一款 4G 上网卡托。可以通过 USB 连接目标设备。内置丰

富的网络协议，集成多个工业标准接口，并支持多种驱动和软件功能（如 Windows 7/8/8.1/10，

Linux，Android 等操作系统下的 USB 虚拟串口驱动，eCall*等）；极大地拓展了其应用范围。  

 

图 2-6  4G模块实物图 

 

3.3.2 WIFI 传输 
选用了 DiMAX 的 EW-7822UAn 无线网卡。EW-7822UAn 无线网卡通过 USB 接口和目标

设备连接。具有以下特点：  

(1)  最高速率可达 300Mbps 

(2)  支持 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 无线标准协议  

(3)  支持基础网(Infra) 和自组网(Adhoc)  

(4)  支持多种安全认证机制：WEP-64/WEP128/ WPA2-PSK 

(5)  支持 TCP 网络协议 

    (6)  支持 Windows/Linux/macOS 等多个操作系统 

在心电数据传输过程中，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选择使用 TCP 协议，而每秒钟产生的

心电数量为 200*8*16=25600bit/s ，故该网卡完全可以胜任心电数据的传输。同时，因为模块

支持 TCP/IP 协议，极大的降低了系统的开发难度。 

 

图 2-7 无线网卡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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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ADS1298（AFE）从功耗性能等多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有针对性的对采集器

的硬件框图进行详细，阐述了选用各种芯片的依据。使读者对采集其硬件有进一步的了解。

最后展示了硬件实物图。同时简单介绍了对竞赛平台的扩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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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4.1 软件总体设计方案 

本系统软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地图形界面显示，第二部分是云端数据库，第三

部分是用户端开发，第四部分为基于 Resnet34 的心率失常检测。  

（1）. 本地图形界面显示，使用 Python 进行数据读取以及连接神经网络，将数据从文件

中读取出来，转换为矩阵的形式，然后进行滤波和归一化，将处理过的数据作为神经网络的输

入层，然后从神经网络输出层得到神经网络判断的结果，界面的显示使用 pyqt 开发，布局中有

十二路心电波形动态显示，判断结果显示，心率显示，医生校正输入，切换驱动模式，以及登

录用户名和密码将数据上传到云端等功能。 

（2）.云端数据库，使用宝塔面板管理阿里云服务器，安装 mysql，使用 phpMyAdmin 进

行操作，里面存有多张表以支持用户端访问以及信息存储，有存储用户信息相关的表，可以将

表配合使用，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保护好用户隐私，给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 

（3）.用户端开发，为简化用户操作，以及避免平台问题，开发了一个网站，在服务器上

运行，用户只需在上面注册一个账号即可在任何可以上网的平台上获得服务，并且不会泄露隐

私。 

（4）.基于 Resnet34 的心率失常检测用户端开发，此部分使用 

4.2 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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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诊断平台的软件设计 

4.3.1显示页面布局 
使用软件 Qtdesigner 辅助开发，可以快速搭建好显示界面的各种控件，方便调整各控件相

对位置，简化布局，使用各种控件可实现人机交互功能，输入输出功能等。 

使用了六种控件，label 显示文本，可以起到提示作用，graphicsView 可以显示图像，用来

显示心电图，lineEdit 用来输入或者输出单行信息，textEdit 可以输入输出大量信息，pushButton

用来实现人机交互，产生信号，被系统捕捉后调用相应的槽函数，comboBox 用来选择运行模

式。 

使用 Qtdesigner 设计好界面后，将其保存为一个后缀为.ui 的文件，里面是 QT 语言描述的

界面，使用 pyuic 可以将其转换生成 Python 语言的界面描述，然后通过文件调用的方式使用这

个界面，可以使用 Qtdesigner 在后续调整界面，也不会改变程序调用部分。 

布局结果如图 5-1 所示： 

 
图 5-1 页面布局 

 

4.3.2界面初始化 
先对一些全局使用的变量进行初始化，创建 QApplication 类的实例，然后调用界面的类方

法，创建并显示设计的界面，设置 comboBox 的选项，绑定按键和选择开关的信号和槽函数，

为实时显示各种信息，使用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后会对界面显示信息进行更新，然后进入程序

的主循环、并通过 exit 函数确保主循环安全结束。 

 

4.3.3功能函数 
comboBox 和 pushButton 绑定了两个槽函数，当用户点击按键或者更改选择开关时，会调

用相应的槽函数，点击 pushButton 时，首先会对输入在对应用户名和密码的输入框中输入的信

息获取，然后连接在云端的数据库，获取用户名对应的密码进行对比，如果信息匹配，则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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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果、心率、医生诊断结果（如果有的话）、以及心电信号数据上传到数据库中；如果信

息匹配失败，则会有对应的提示。 

更改 comboBox 时，调用绑定的槽函数，会更改用来控制调用方式或数据的全局变量，更

改显示的标签内容，表示当前运行的模式，然后更改全局标识变量，重新进行判断与运算。 

 

4.3.4定时器功能 
定时器主要是用来实现心率与诊断结果的实时更新、检测单片机是否连接以及动态心电图

的实现。 

心率和诊断结果都是显示一个全局变量，每隔一段时间定时器会更新界面上显示的内容，

如果神经网络或者心率检测的值发生了变化，会改变全局变量的值，定时器计时溢出后会调用

定时器绑定的函数对信息进行更新。 

由于界面长度有限，不能直接把十二路心电图都显示出来，所以要动态显示，计时器每溢

出一次，图像就更新一次，在宏观上体现为一张向左滚动的心电图。由于需要同时显示十二路

心电图，宽度就不好统一设置，如果有一路信号大，一路信号小，那么在同一个标度下，信号

小的会被压得更小，导致不能看清图像细节，严重时可能只能看到一条直线，上面有一些凸起，

因此将信号进行预处理，将其无失真变换为波形尺寸与显示区域高度匹配的大小，更能看清楚

细节。 

程序运行时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检测采集设备是否连接上，如果没有连接，则改变对应的标

志与数据，并输出相应的提示，如果连接了设备，根据标志位判断是否是第一次连接，然后读

取数据，进行滤波等操作，之后将数据输入到神经网络的输入层，等待返回输出结果并更新到

相应的全局变量。还有使用小波变换设置阈值后计算心率，并更新到心率的全局变量。配合前

面计时器函数，可实现更新界面信息功能。 

 

4.3.5心率检测 
计算心率的方法是计算出相邻两个心电波形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然后用 60 来除以

该间隔，得到的结果就是心率，单位是 BPM。 

由于采集到的原始心电信号有 P、Q、R、S、T 等波形，还有噪声与之叠加，因此需要先

做一定的预处理，这里输入的心电信号以及经过了滤波，保证基线的平稳，所以使用小波对其

进行处理。由于心电波形中很明显 R 波远大于其余波形，所以调整阈值，将心电信号中除了 R

波外的所有波形都滤除，处理后的波形为直线和一个个尖脉冲，数出尖脉冲间隔采样点个数，

根据采样率即可得到相邻波形间的间隔。 

如果仅计算两个心电波形间隔可能会有较大误差，因此需要对一段时间内的时间间隔求取

平均值，然后在计算出心率大小。经标定测试，由此方法与心电信号发生器生成的信号心率误

差小于 5%，在可接受误差范围之内。 

 

4.4 云端数据库 

4.4.1 数据库选择与搭建 
基于 mysql 数据库开源免费、使用简单、与 PHP 等配套使用方便的优点，在服务器端安装

宝塔控制面板后选择套件进行建站，并使用 phpmyadmin 对其进行管理。 

在用户端和图形界面开发过程中涉及到许多需要上传到数据库的信息，为保证信息安全和

查找方便，并且尽可能减少存储数据冗余，需要划分不同的字段存储信息，其中关于用户信息

的字段和心电数据相关的字段最为重要。 

数据库中共计 8 张数据表，分别用于存储用户基本信息、诊断信息、以及存储提供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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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流的论坛内容。 

 

4.4.2 数据表的关联 
为了建立冗余较小、结构合理的数据库，设计数据库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在关系型数

据库中这种规则就称为范式。范式是符合某一种设计要求的总结。要想设计一个结构合理的关

系型数据库，必须满足一定的范式。 

第一范式（1NF）： 

1、数据表中的每一列(字段)，必须是不可拆分的最小单元，也就是确保每一列的原子性。

满足第一范式是关系模式规范化的最低要求，否则，将有很多基本操作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实

现不了。 

2、两列的属性相近或相似或一样，尽量合并属性一样的列，确保不产生冗余数据。 

第二范式（2NF）： 

满足 1NF 后要求表中的所有列，每一行的数据只能与其中一列相关，即一行数据只做一件

事。只要数据列中出现数据重复，就要把表拆分开来。 

第三范式（3NF）： 

满足 2NF 后，要求：表中的每一列都要与主键直接相关，而不是间接相关（表中的每一列

只能依赖于主键）。 

上述三大范式是设计数据库的基础准则，因此，我们设计的数据库分为了 8 张数据表，每

一张数据表都是功能独立的，每一张数据表内部的字段也是不可拆分的最小单元，也不会产生

冗余数据。 

每张表都与用户基本信息的表关联，用户 ID 是把数据与用户关联的核心，并且采用主键

约束，保证每一行数据都可以区分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可以查看别人发的帖子，登录用户可

以发帖、评论、回复。结合用户基本信息表，可实现登录功能，只有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

登录然后进行后面的操作，这样一来，用户私有的信息只有用户本人可以查看，这样保证了数

据的安全，保障了用户的隐私，也实现了资源的共享。 

 

4.5 用户端 

4.5.1公有资源部分 
整个网站搭建类似于一个论坛，可供所有人浏览发表的帖子，大家可以在论坛上查找心脏

问题相关的描述、治疗方案等，论坛分为多个板块，方便分类不同类型的帖子，这些板块都储

存在数据库相应的数据表中。 

论坛有用户端和管理端，管理员用户可以登录管理端去添加、更改、删除板块，这样可以

很方便地管理论坛，所有论坛上的帖子和回复都是所有人可见，论坛上会有一些基础的关于心

电和心脏病的知识，也有一些简单的应急措施，还有一些平时保护心脏的生活习惯，大家都也

可以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的保养方法、治疗方案，或者说明自己平时没注意到的习惯导致患了

什么病，大家可以从这些帖子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该部分主要依靠广大用户群体多多发言，实现资源共享，我们也会不定期对帖子进行查看，

会回复用户相应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不会使用管理员身份对论坛发言直接管理，只要不是一下

敏感话题或者非文明发言，我们都会尽可能保障用户的言论自由。该模块的价值与用户的积极

性密切相关，需要用户多分享自己的经历、方法。 

网页首页如图 xxx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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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网站首页 

 

4.5.2用户私有部分 
除了看论坛上的帖子和回复，每个用户都应该有自己的隐私，除此之外，回复帖子或者评

论也需要登录之后才能操作，因此，需要开发一些需要登录之后才有的功能。 

首先需要设计一个登录系统，没有账号的用户需要先进行注册，注册时将填写的个人基础

信息、用户名、密码等上传到云端数据库中，然后登录论坛，用户会有一个只有自己才有的页

面，用户可以在该页面管理自己发的帖子，查看评论回复等，还可以查看用户本人的诊断报告。

数据库上存储了用户的所有检测报告，用户可以在该页面查看这些报告，上面记录了用户的基

础信息、检查时间、一段心电图、当时的心率、以及神经网络和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该报告

只有用户登录后才能查看，保障了用户的隐私。 

在论坛的每个页面中，都有判断用户是否登录过，使用 cookie 进行判断，对于没有登录过

的访问者，仅提供公有部分的服务，只有在用户登录后才对其开放相应的功能，用户需要妥善

保管用户名和密码，该账户密码与本地显示程序中上传数据库所需的账户密码一致。 

 

图 5-3 诊断记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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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基于 Resnet34的心率失常检测 

本部分使用小波分析的方法对采集到的心电信号进行预处理，并将其送入基于ResNet34

的深度学习网络进行训练。 

4.6.1小波去噪方法的设计 

小波去噪是小波分析在信号处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应用，其优越性在于小波既可以在时域

进行分析，又可以在频域进行分析。借助于小波分解与小波重构的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实

现噪声的去除。 

针对心电信号的幅度小，极易受噪声干扰的情况。使用传统方法如中值滤波以及低通滤

波的方法很容易对心电信号的波形造成破环，从而影响后续心律不齐的诊断。例如使用中值

滤波的方法虽然能很好地消除基线漂移带来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是T波段幅度的降低，这

对于我们判断ST波段抬高或者降低（即STD和STE）带来了困扰。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波

形的真实性，我们采用了db6小波，对采集到的心电信号进行分解和重构，使用阈值法实现

心电信号噪声的滤除。 

 

图 5-4 小波分解流程图 

 

图 5-5小波变换分解图片 

以200Hz采样率采集心电信号，将得到的数据通过图5-5所示的小波变换示意图，一级基

线漂移的频率大于在0.5Hz以下，因此采用9层分解，不同层分解结果如图X所示，A9分量对

应的便是小于0.39Hz的分量，即基线漂移对应的频率范围，D1，D2对应的为50Hz以上的频率



                                                 基于深度学习的远程心电智能诊断系统 

 第 17 页 共 29 

页 

范围，将其置零，便可清除高频噪声以及部分的肌电干扰 

此外，集到的心电信号仍旧存在部分白噪声的影响。使用阈值法实现小波去噪。其原理

如下：对于一维信号来说，其可描述为 

y(t)=f(t)+ e(t)                          (4-1) 

其中 e( )t 为高斯白噪声， 为一不确定的常数，f ( )t 为纯净的心电信号，y(t)为采集到的

有噪信号。接下来我们对每层小波分解的系数进行阈值处理，即通过函数： 

 

( )
M( )

0 ( )

T

T

 





= 

                        (4-2) 

来修改小波分解后的各层的系数，减少噪声的干扰。 

 

 

图 5-6小波变换后各层系数对应的图片 

图5-7分别为滤波前后的波形，以及其频谱，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该种方法得到的

波形信噪比较高，波形失真度较小。 

 

图 5-7滤波前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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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心率失常识别算法的设计 

 识别算法的设计基于ResNet网络模型，ResNet（Residiual Network）卷积神经网络相

对于VGG（Visual Geometry Group）等模型的不同点在于在层与层之间引入了残差模块，解

决了在深度网络中出现的梯度爆炸、网络衰退等问题。 

 原始的ResNet是针对于图像分类提出的，我们使用了基于ResNet34的模型，并将原始的

二维卷积替换为了一维卷积，修改了部分结构，在其中放入了SE（Squeeze-and-Excitation），

用于多导联的特征识别及融合。 

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5-8 ResNnt结构图 

我们使用了16个残差块，每个残差结构中包含两个输入卷积层。使用长度为32个数为16k

滤波器，每经过四个残差块k值加一。ShortCut使用最大池化层代替，当输入层进行下采样

时，池化层也进行相同的操作。在每个卷积层之前，我们都放置了批量归一化层，和RELU

激活函数。 

 （1）ResNet的残差结构 

针对网络中的堆积层结构，若输入为 x，则H(x) 为卷积神经网络学习到的数据特征。与

之相对应的，ReSNet中的残差结构则是利用多个有参网络成输入与输出之差来进行学习，可

表示为： 

F(x)=H(x)-x                        (4-3) 

其中 x为恒等映射。其基本模型如下图 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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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残差模型示意图 

（2）恒等映射 

残差结构的恒等映射，是指将当前此层输出直接传入下一层网络。当网络输入与输出相

同时 

( ) ( , )ly x x f x w= +                     (4-4) 

其中x是网络的输入，y是网络的输出。 

当输入与输出的通道数不同时，有两种恒等映射的方式，一种是简单的将x相对于y缺失

的通道补零使其对其，或者通过1X1的卷积来表示映射，是最终输入与输出的通道数目相同，

即： 

 ( =W ( , )S ly x x f x W+）                  (4-5) 

其中
WS 为1X1的卷积。 

 （3）归一化指数函数（softmax） 

 对全连接蹭的输出使用归一化指数函数，将一个 N 维的任意实数向量映射成为另一个

N 维实数向量，使每个向量元素之间的值均位于（0,1）之间，最后将所有结果相加，进行

归一化处理，将多分类的结果一概率的形式呈现出来，数学表达式如下： 

   
1

0

P ( )
i

i

logits

i i class logits

e
softmax logits

e
−

= =

          (4-6)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4）损失函数 

 我们使用的是交叉熵计算分类的损失，分类损失是计算每批训练数据的心电图的真实标

签和模型通过softmax得到的结果的交叉熵，计算公式如下： 

log( )k k

k

L y p= −
                  (4-7) 

其中
ky 是每种波形的真实的标签，

kp 是样本预测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类的概率。当

每批输入的数目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时，可以通过求和取平均的方式来计算。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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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批损失如下图所示： 

 

图 5-10训练过程中的损失 

 

4.6.3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 

训练中的数据集来自东南大学开源数据库，采样频率为500Hz，考虑到系统的负载以及心

电信号的本身特征，将其进行重采样，使其变为200Hz的采样率，将数据集中的不同长度的

数据进行分割，随机抽取不同患病个体作为训练集，测试机和验证集，并对每个集合中的数

据进行长度为6s的分割，保证每段长度均为6s。 

训练过程中输入数据的长度为1200，使用的模型优化器为Adam。 

 

4.7 本章小结 

本章对软件的设计和实现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诊断平台的软件设计、云端（数据库）、

用户端网页等部分，从开发思路到实践步骤都一一说明。本部介绍了如何使用小波分析的方

法对采集到的心电信号进行去噪等操作，并使用ResNet34网络进行训练，同时展示了训练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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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测试 

5.1 系统测试方案 

(1)系统测试方案分为硬件测试和软件测试两大部分。其中硬件测试主要检测各生理信号

采集器数据通路是否正确可靠，软件测试主要检测软件各个模块功能是否符合预期标准。 

(2)系统测试方法主要为将测试得到的数据与已知的准确数据进行对比，查看测试值与标

准值吻合程度。 

(3)测试步骤为：首先测试硬件数据采集是否正确，而后测试上位机软件对数据的处理是

否符合指标，最后测试上位机软件的其他功能。 

5.2 测试设备 

测试的设备为：心电信号处理设备（边缘端即竞赛平台）、心电采集器。 

5.3 测试数据及结果分析 

5.3.1 数据采集测试  

数据采集测试主要测试数据的采集和传输是否正常。 

1)心电采集器接收来自心电信号发生器产生正常的心电信号，并在分析仪上编写测试程

序通过读取采集到的数据并显示。由图5-1 可以看出采集得到的数据无误。 

 

图 5-1 数据采集测试（发生器） 

2)心电采集器采集人体心电信号，并在分析仪上编写测试程序通过读取采集到的数据并

显示。由图5-2 可以看出采集得到的数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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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数据采集测试（人体） 

（注：图 5-2 中测试时未接胸部导联，故 V1-V6波形不正确。） 

 

5.3.2 心电分析测试 

(1)心率 

利用心电信号发生器，发出心率为80的心电波形，将软件分析出的心率记录到文件中，

通过Matlab画出心率波动图查看结果。 

从表 5-2 可以看出在 100 个心率中，软件的分析结果与心电信号发生器生成的信号心率误

差始终小于 5%，在可接受误差范围之内。 

表5-1 软件分析心率结果与信号发生器心率对照表 

心率值 78 79 80 81 82 83 

信号发生器 0 0 100 0 0 0 

软件分析 1 3 35 23 11 37 

 

(2)心电诊断测试 

从病例数据库中随机选出已被专业医师诊断后的心电数据交由程序诊断。诊断结果 

如图5-2所示： 



                                                 基于深度学习的远程心电智能诊断系统 

 第 23 页 共 29 

页 

 

图 5-3测试结果 

表5-2 软件分析结果与真实结果对照表 

类型 Normal AF I-AVB LBBB RBBB PAC PVC STD STE 

软件结果 481 366 301 365 288 687 676 365 340 

真实结果 485 366 304 365 293 687 679 373 340 

准确(%) 99.18 100 99.01 100 98.29 100 99.56 97.86 100 

 通常，我们使用 F1-score 这个指标来衡量模型的好坏，其计算方法为精确率和召回率

的调和平均值（精确率和召回率即医生们关注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表 5-3 展示了各个指标

的测试值。 

表5-3 模型指标 

指标 F1值 精确率 召回率 

测试结果 0.99409044 0.99425231 0.9932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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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键技术及创新点 

6.1 系统实现功能 

系统实现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功能 是否实现 

心电数据的采集 是 

心电数据的存储 是 

心电数据的分析 是 

心电数据的发送 是 

诊断出是否患有心脏疾病    是 

心电数据发送云端服务器 是 

在云端服务器对用户数据进行分

类管理 

是 

得出分析诊断报告 是 

 

6.2 系统特色阐述 

本系统特色之处表现为以下几点： 

(1)充分利用平台的HDDL部分，可以在HDDL中加载神经网络、进行模型推理。 

(2)设计云端数据库，可以存储用户上传过的所有心电数据。 

(3)心电分析能力强，不仅仅是分析类似心律的简单参数，而是使用神经网络进行心电分

析从而得出患者可能患有的病状。 

(4)能实现用户与用户在网站互相交流，可以知道更多心脏方面的病症、护理方法等信息。 

6.3 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分为以下几点： 

(1） 在stm32中编写了ADS1298的相关程序，并实现心电信号的文件存储。 

(2） 编写了Ubuntu操作系统上的神经网络、心电图显示软件。 

(3） 实现了云端数据库存储数据。 

(4） 实现了深度学习进行心电分析，能分析出病人可能患有的疾病。 

6.4 创新点 

(1) 本作品突破了传统心电监护仪的单一功能。使作品具有自动分析心电图的功能。 

(2) 通过搭建作品与云端的数据库实现数据存储。 

(3) 通过网页能让病人可以与别的用户进行交流，可以在网页上查看、分享关于心电和

心脏病的知识、一些简单的应急措施、还有一些平时保护心脏的生活习惯等。 

(4) 本作品可以使用CPU、GPU、HDDL等多种硬件设备切换进行运算，对于不同的数据可

以切换不同的模式，以达到最适合当前数据格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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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程序清单 

ResNet 清单： 

文件名 文件功能 

Data_clean.py 心电信号预处理，切片 

Net.py ResNet 网络 

Readdata.py 读取心电信号 

Train,py 模型训练 

Test.py 模型测试 

Config.py 模型参数配置 

编写心电采集器代码清单： 

文件名 文件功能 

STM32F10x.s 启动代码 

ADS_1298.c ADS1298 驱动 

main.c 主文件 

stm32f10x_it.c 中断服务函数 

stm32f10x_vector.c 中断向量表 

KEYLED.c 按键、LED 驱动 

LCD.c 屏幕 

Sdio_card.c SD 卡配置 

FAFT.c 文件系统移植 

USB.c USB 驱动配置 

上位机程序代码： 

文件名 文件功能 

Pyqt1.py 主界面 

Wave_show.py 心电波形显示 

Mode_slect.py 推理平台选择 

Data_upload.py 数据上传 

Filter.py 滤波文件 

ADS1298.py ADS1298 接口 

Model.c 模型导入 

Analysis.py 心电数据分析 

USB_detect.py 检测 USB 设备是否就绪 

Db6.py 小波变换进行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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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心电采集器原理图 

单片机部分： 

 

 

 

ADS1298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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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部分： 

 

 

LCD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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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联线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