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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脑电信号相位同步分析及癫痫发作预测 (2006-2008)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基于脑电高频振动相位耦合的癫痫发作预测研究 (2007-2009)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

基金的资助下，本项目的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对神经振荡
的理论和神经临床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围绕癫痫发作的预
测、分析和定位的核心问题，发展了复杂性估计、随机矩
阵理论、相位同步、排序熵和小波分析等先进的方法，对
多通道脑电信号相位同步强度和耦合方向，以及神经振荡
器相关性动力学分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癫痫发作的预
测、分析和定位等的临床应用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同
时，将复杂性估计方法应用于预测麻醉深度和监控机械系
统。受“2007中国生物医学工程联合年会”（CBME’07）邀
请，在会上做了题目为“基于脑电非线性动力学的癫痫发
作分析”的主题发言，介绍了癫痫研究的进展以及前沿问
题。

我们的工作还有待提高，敬请各位师长和同仁指正！

李小俚教授

神经信号处理实验室
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秦皇岛中国

E-mail: xlli@ysu.edu.cn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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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矩阵理论的多通道脑电信号相位同步强度分析

实验证实，多通道脑电信号是随机分布
的，符合随机矩阵理论，当大脑受到某
种刺激（如学习记忆、视觉刺激或癫痫
发作等）时，脑电信号才会出现相互同
步的现象。利用随机矩阵理论方法对多
通道癫痫发作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从特
征值和特征向量中获得同步簇的重要信
息，例如同步簇的大小及个数、对簇贡
献的具体通道及其贡献的多少等，分析
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成功监测癫痫发作间
歇期、前期和发作期相位同步的强度变
化和同步趋势。基于随机矩阵理论方法
构造不同频段下大脑相位同步强度示意
图，揭示癫痫发作的相位动力学特性，
为辨识癫痫病灶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Xiaoli Li, Dong Cui, Premysl Jiruska, John E Fox, Xin Yao, and John Gordon Ralph 
Jefferys, Synchronization measurement of multiple neuron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98 (2007) 3341-3348.

基于小波变换的神经振荡的相关性动力学

提出了一个基于Morlet小波变换

的计算方法，可以检测解剖学上
截然不同的两个神经群振荡器的
相关性动力学特性。这一计算方
法可以计算两通道神经振荡的互
小波变换、小波一致性、双谱/互
一致和相位同步。通过实验诱发
癫痫的大鼠海马区的样本数据记
录，计算了CA1和CA3神经振荡

器之间的线性和非线性相关，研
究表明：该方法可以成功的分析
和量化神经振荡器之间的瞬时相
关性，能够用来分析潜在的癫痫
的发作机理。

Xiaoli Li, Xin Yao, John Fox, John G. Jefferys，Interaction dynamics of neuronal 
oscillations analysed using wavelet transforms，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ethods, 
160 (2007) 178-185.



基于排序熵的方法预测失神癫痫发作

对排序熵及其相关算法进行深入
的研究，并应用于实际EEG信号
分析。EEG信号取自斯特拉斯堡
具有遗传性失神癫痫发作的大鼠，
结果显示，排序熵可以描述癫痫
脑电活动的动力学特性，揭示失
神发作前的瞬时动态变化，能够
成功地检测到大鼠失神发作前的
状态，这一发现在研究失神发作
机制中是一个新的亮点，与样本
熵相比，排序熵能更好地预测失
神癫痫发作。

Xiaoli Li, Gaoxian Ouyang, Douglas A. Richards, Predictability analysis of 
absence seizures with permutation entropy, Epilepsy Research, 77 (2007), 70-74.

小波相似性预测癫痫发作

癫痫发作预测可以提供新的手段来控制发
作和理解癫痫发作的机制，因此癫痫发作
预测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课题
组06年已经提出了基于EEG 序列模糊相似

性指数的方法来预测癫痫发作，分析结果
表明，模糊相似性指数方法能够比动态相
似性指数方法获得更长的预测时间和更低
的错误预测率。为了进一步提高癫痫预测
算法的有效性，提出将小波变换和非线性
动力学相结合的相似性癫痫预测算法，可
以利用EEG数据实时的预测癫痫发作。对
于大鼠和人的EEG数据测试结果显示，本

方法可以追踪到潜在的脑电行为的动力学
变化，尤其是对于beta 频率段(10–30 Hz)能
够得到最好的癫痫发作预测性能，从脑部
功能连接的角度看，这是引发癫痫发作的
一个可能的原因。本研究指出了小波变换
技术对提高癫痫发作预测性能有重要价值。

Gaoxiang Ouyang, Xiaoli Li, Yan Li, Xinping Guan，Application of wavelet-based 
similarity analysis to epileptic seizures prediction, 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37 (2007)430-437.



基于贝叶斯估计的神经信息流分析

判断神经网络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重要的
神经科学问题。目前已提出了多种成熟的方
法计算神经网络之间的耦合强度，但是对于

神经网络之间耦合方向（信息流）的研究还
处于起步阶段。一般的香农熵计算方法仅仅

利用了样本重复概率的统计信息，而贝叶斯
估计则充分利用了整体先验知识和样本重复
概率。基于最小平方误差的贝叶斯估计提出
了一种新的基于信息论的相位耦合方向指数
计算方法。经过集总参数神经网络模型所产
生的仿真信号检验表明，提出的方法能够准
确地判断两个系统间的耦合方向，并且减少
了对数据长度的依赖性，使分析短时高噪的
复杂生物信号成为可能。应用该新方法分析
了癫痫病人临床信号，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判
断出癫痫发作时各区域之间的影响方向，并
揭示了癫痫传播机制。

李岩 李小俚 欧阳高翔 关新平，基于贝叶斯估计的神经信息流，科学通报，
52(1):2006-2011, 2007

对侧海马间ripple波的同步分析

大脑左右海马的网络振荡具有
很强的同步特性。大脑对侧的
共同输入被认为是Theta波同步

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高频
Ripple波同步机制还未清楚。

研究表明，左右海马区的高频
Ripple波事件的时滞明显很短
（1-2毫秒），这意味着应该

存在一些快速的沟通机制连接
着左右海马区。我们证明在左
右海马区同时发生的Ripple波
事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表明连合投射对大脑左右半球的网络同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应用各种不同的
解剖方法证明了位于大脑CA1、CA3和齿状回区域的抑制神经元（NPY-
expressing cells）子集不但广泛地投射到海马对侧，同时也投射到大脑隔区。

P. HE Tiesinga, Xiaoli Li, Seiichi Sakatani, Zsolt Boldogkoi, H. Hirase and Attila 
Sik., Synchronization of interhippocampal ripple events (80-200 Hz) by long-
projection inhibitory neurons, BMC Neuroscience 8(Suppl 2): P45, 2007. 



递归图法解释麻醉药物的影响

通过对麻醉脑电信号进行递归图量
化分析，进而解释麻醉药物（七氟
醚）对神经活动的影响。首先，结
合小波变化和经验模态分解设计一
新颖的滤波器滤除头皮脑电中的噪
声干扰信号；然后，通过对递归图
量化分析计算得出动力学确定性参
数，研究表明随着注射麻醉药物

七氟醚浓度逐渐增加，确定性参数也逐渐增大。最后，构造PKPD模型去描述七
氟醚浓度和脑电信号确定性参数的相互关系。对9位病人的麻醉数据测试表明通

过分析脑电信号的动力学递归特性可以刻画出麻醉药物七氟醚对脑电活动的影响。

Xiaoli Li, Jamie Sleigh, Logan Voss and G. Ouyang, Measure of the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effects of sevoflurane using recurrence dynamics, 
Neuroscience Letters 424 (2007) 47-50.

Xiaoli Li, Jin Li, Xin Yao, A Wavelet-Based Pre-processing Technique for Mass 
Spectrometry, Computer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37(2007) 509-516. 

质谱分析技术成为快速而有效
的早期癌症检测方法。为了通
过识别血清蛋白质组构型来区
别癌症病人和正常个体，机器
学习方法（如特征提取和分类）
已经被用来分析质谱数据，并
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现有
的机器学习方法分析质谱数据
的性能还有待提高。我们提出
了基于小波预处理的质谱分析
方法，首先应用小波变换方法
去除质谱数据中的污染噪声，

还研究了不同小波变换及小波分解层对质谱去噪性能的影响。实验测试结果表
明提出的小波去噪预处理方法能够去除质谱数据中可能的噪声，从而能够提高
机器学习方法检测癌症的性能

基于小波数据预处理的质谱分析方法



基于经验模态分解和学习矢量量化在冲压过程中的故障检测

金属冲压有很高的精确性和生产
效率，已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生产。
其冲压信号是典型的非平稳暂态
信号，使得监测冲压过程成为一
项非常困难的任务。我们提出了
应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提取冲压
张力信号的主要特征。首先，张
力信号通过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分
解为固有模态函数；其次，计算
出信号能量和希尔伯特边际谱，
可以反映冲压工作的状况和故障
模式；最后，为了识别冲压过程
的故障情况，以希尔伯特边际谱
作为学习矢量量化网络的输入设
计一分类器。通过对不同的金属
冲压过程的实验测试，表明新方
法能够成功的监测金属冲压过程。

Halim Bassiuny, Xiaoli Li and Ruxu Du, Fault diagnosis of stamping process 
based on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nd 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 Int. J. 
of Machine Tools and Manufacture, 47 (15): 2298-2306, 2007.

基于希尔伯特变换和平滑非线性能量算子方法的刀具破损监测

Halim Bassiuny and Xiaoli Li, Flute breakage detection during end milling using 
Hilbert-Huang transform and smoothed nonlinear energy operator, Int. J. of 
Machine Tools and Manufacture, 47 (2007) 101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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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刀具状态监测在现代制
造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
避免对工件和机床可能的损坏，
对刀具状态进行监测。铣削过
程是最基本的加工操作，在铣
削加工过程中，进给马达电流
和刀具状态的相关性较弱，电
流能量的变化很难直接用来识
别刀具状态。因此，基于马达
电流的刀具状态检测仍需要发
展一些新的方法，提取出更有
意义的信息来进行刀具状态监
测。

提出了基于希尔伯特变换和平滑非线性能量算子方法分析进给马达电流，提
取出和刀具破损紧密相关的信息，从而监测端铣加工过程。实验结果表明提
出的方法是可行的监测方法，能够准确有效地监测端铣加工过程。



基于群搜索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的超声波磨床状态检测

人工神经网络（ANNs）已经被广泛地
应用于机器状态监测。我们提出了基
于群搜索优化（GSO）训练神经网络的
方法。相对于其他进化算法，如遗传
算法（GA）和粒子群优化（PSO），
GSO算法有着更好的全局搜索性能。首
先，我们应用GSO算法训练调节3层前
馈神经网络的参数（基和连接权值）。
然后，应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分析处
理磨床的超声波数据，辨识不同的加
工状态。实验结果表示提出的方法能
够有效地分析超声波数据，从而很好
的监测磨床的机器状态。

S. He, Xiaoli Li, Application of a swarm-base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o ultrasonic 
detector based machine condition monitoring, Dynamics of Continuous, Discrete and 
Impulsive Systems, 14(S1):536-542,2007.

机器人控制的计算机智能技术研究

John A. Bullinaria, Xiaoli Li,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for Robot Control, Industrial Robot, 34(4): 295-302, 2007.

对计算智能技术应用于工业机器人控制领域进行了研究。核心的思想是神经计
算、进化计算和模糊逻辑技术在实际中的应用。详细地描述了计算智能技术在
应用中相对于传统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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