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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人工智能的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感染
的診斷核心關鍵技術

Key techniques for diagnosing SARS-CoV-2 infec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立論依據 Background

 2019年12月起，新冠肺炎迅速蔓延 Rapid spread
• 該疾病潛伏期較長（最長達24天） Long incubation

• 潛伏期患者流動性大，早期較難診斷 hard in early diagnosis

• 擴散速度迅速，感染人數急劇增加 infection dramatically grows

• 給各地有限的醫療資源帶來巨大壓力 limited healthcare resource

 精準診療和互聯網醫療需要人工智能助力Precision + AI medicine
• 各地醫護人員和檢測設備等資源嚴重不足 Limited resource

• 各地醫療資源分佈不均衡 uneven resource distribution

• 無法快速並精準檢測和診斷病情 time consuming

• 急需人工智能賦能助力 AI assisted

 澳門作為國際重要港口，人口流動大，人口密度高，對疫情早期的快速檢
測可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故，人工智能檢測工具的研發可很大程度上緩解
醫療壓力 Macau 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ort with large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I can greatly alleviate medical pressure

 人工智能關鍵技術在醫學上的應用越來越成熟Mature AI technology
•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

• 自然語言處理 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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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Research content

工作內容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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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與方法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ology

收集新冠患者的CT資料，建立臨床-影像學複合人工智能快速分選模型，区分
出正常人与肺炎患者
CT data of COVID-19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to establish a clinical-imaging composite AI 

classification model to distinguish normal people and pneumonia patients

3.

2.

1.

整合臨床其他信息，利用深度學習技術進一步開發了新冠肺炎AI診斷模型
Integrating CT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to develop the AI diagnostic model using deep 

learning

將模型通過網路雲平臺推廣、部署至科大醫院及其他地區，並在應用中進一
步對模型進行反覆運算與優化。
Promotion and deployment of this system in UH and optimization this model

*本項目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違者必究。項目組負責人對內容擁有最終解釋權。



研究方案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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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CT影像信息和臨床其他數據，利用深度學習技術開
發了新冠肺炎AI診斷模型 Integrating CT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to 

develop the AI diagnostic model using deep learning

• 系統接受胸部CT圖像以及電子病歷作為聯合輸入。利用深度學習和

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CT圖像及電子病歷進行特征提取，經過多模態

融合診斷模型，最後輸出結果。 Inputting chest CT images an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firstly, extract features using deep learning

and NLP tehchnology, finally, results will be given from the AI

diagnostic model.

• 涉及的關鍵技術與處理Key process：

• 圖像品質智能評估 Intelligent assessment of image quality

• 圖像特徵提取網路 Image feature extraction network

• 電子病歷信息（臨床表現相關資訊）提取結構化 Structured 

extraction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related 

to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 多模態分類器 Multimode classifiers 技術方案架構圖

Technical solution architecture diagram

*本項目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違者必究。項目組負責人對內容擁有最終解釋權。



項目產品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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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統可在20秒內高效區分新冠肺炎與其他病毒性肺炎並可預測危重等級，且準確率高達90%以上，相
當於一個省級三甲醫院影像學副教授的診斷水準。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COVID-19 from 
other viral pneumonitis within 20 seconds and predict the severity level with an accuracy rate of more than 90%, 
equivalent to the diagnostic level of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maging in a provincial third-grade A hospital.

 專案成果 Project outcomes



張康 Kang, ZHANG：

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講座教授、生物醫學和創新中心主任、科大醫院醫生

研究方向Area：醫學人工智能AI in Healthcare、幹細胞及再生醫學Stem Cells、

遺傳學Genetics、眼底病診療Fundus

研究成果：國際頂級期刊New Engl J Med, Nature, Science, Cell 等發表文章200餘篇；國際及國內授權專

利14項。《Science》2006年世界科學十大進展之一；《Nature Medicine》2016年生命科學七大領域的

八大突破性進展；《Cell》2018 年度和2020年度最佳論文。

項目負責人：對項目總設計和規劃；領導項目總體研究方向與把控進度等。整合算法模型與臨床應用

平台，調整設計方案以符合臨床實際需求。

澳門科技大學：擁有國際頂尖科學家，粵港澳及國際一流資源平台，以及生物醫學和創新中心和醫療

人工智能實驗室，和科大醫院臨床支持系統。

廣州實驗室（生物島實驗室）：醫學人工智能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擁有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開發團隊

和經驗、生物醫學專家、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國際一流水平的臨床應用基地、成果轉化及應用基地。

 項目總負責人 PI、協作/合作

6*本項目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違者必究。項目組負責人對內容擁有最終解釋權。



成果已發表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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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K, Liu XH, Shen J, Li ZH, et al., He 
JX, Lin TY, LI WM, Wang GY. (2020). 
Clinically Applicable AI System for 
Accurate Diagnosis,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and Prognosis of COVID-
19 Pneumonia Using Computed 
Tomography. (2020). Cell. DOI: 
10.1016/j.cell.2020.04.045.

Corresponding and lead author.
主導第一作者兼通訊作者

Cell Press: 2020中国年度最佳论文奖

Published on 24th , April, 2020,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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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成果 Project outcomes

系統和代碼以及數據集已開源 The system, code and datasets are ope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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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系統掛載於中國科學院國家生物信息中心，與此研究成果同步發佈的還有一個高品質、大規模的影像資料庫和
專業技術演算法的代碼，與全世界分享，助力全球抗疫。截至2022年2月11日統計，全球下載量已高達338多萬次，
且還在持續攀升。The system is mounted at the National Bioinformatics Cen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ogether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a high-quality, large-scale image database and code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lgorithms are released to be Shared with the world to help fight the 
epidemic globally. As of Feb 11, the number of downloads worldwide has reached 3,383,277 and continues to climb.



項目進度之國內、外部署 The deploymen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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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China：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武漢金銀潭醫院、
湖北宜昌市中心人民醫院和澳門科大醫院等11家醫院在
使用；

 國外Overseas：伊拉克、巴西、美國、英國、韓國和厄
瓜多爾等數個國家已部署Iraq, Brazil,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South Korea and Ecuador

獲得中國科學院以及聯合國和多國醫生們一致好評。 highly 
prais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doctors from many countries

接下來，為助力全球抗疫工作，提升該系統模型的泛化能
力和精準度，繼續與國際合作平台接洽中。

 專案成果 Project outcomes



視頻演示 Video demo

• https://180.184.67.53:8091/static/covid_introduc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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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80.184.67.53:8091/static/covid_introduce.mp4
http://47.57.113.32:8080/static/covid_introduce.mp4


新冠AI診斷五步曲



基 於 12 萬 個 患 者 的
145,000張胸部x-ray圖像，
團隊成功開發了一套準確
的人工智能系統，該系統
從病灶標記、檢測、配准、
分割和診斷預測在內的模
組化處理流程，提供了穩
固且可解釋的結果，可以
幫助放射科醫生準確、快
速地區分新冠肺炎及其他
類型肺炎， 其他常見肺部
疾病及正常患者並評估其
嚴重性，而且還能識別很
難被放射科醫生發現的肺
部彌漫性病變特徵等優勢。
尤其在偏遠和貧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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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XR影像诊断和鉴别病毒性、非病毒性和新冠肺炎的深度学习系统
A deep-learning pip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scrimination of viral, non-viral and COVID-19 

pneumonia from chest X-ray images 



通过CXR影像诊断和鉴别病毒性、非病毒性和新冠肺炎的深度学习系统
A deep-learning pipeline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scrimination of viral, non-viral and COVID-19 pneumonia 

from chest X-ray images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21 13



該研究成果的數據
庫和代碼掛載於國
家生物信息中心粤
港澳大湾区节点，
與全世界分享，助
力全球抗疫。截
至2022年2月17日

統計，全球下載量
已高達250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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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的聆聽！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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