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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 AI-ECG：

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
释放医疗行业 AI 推理计算力
要点综述
如今深度学习1 已被广泛应用于数字监控、零售、制造、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领域，用
来处理视频、图像、语音和文本。随着优质医疗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算硬件的发展，医
疗行业也开始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在医学诊断设备和系统中，如磁共振成像（MRI）、
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超声等设备，从而提高诊断流程的效率和准确性并且降低成
本，同时对患者预后产生积极的影响。
乐普医疗是一家业界领先的中国医疗公司，专注于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开发和设计适合
临床和家用的数字化心电图（ECG）诊断设备和服务。乐普医疗利用英特尔解决方案
加速下一代心电图诊断设备和服务的人工智能（AI）部署。其中包括英特尔® 处理器、
英特尔® 处理器显卡、英特尔® Movidius™ 视觉处理单元（英特尔® Movidius™ VPU）
以及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等软件。

临床心电图诊断面临的挑战
心电图诊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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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心电图的多样性会给诊断带来诸多挑战，心脏病专家们的分析诊断可能也会有所
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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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

图 1. 乐普 AI-ECG 多导联同步分析。
图片由乐普医疗提供

现有诊断软件的局限性

乐普 AI-ECG 技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许多公司就开发了用于心电图分析和

随着数字心电图数据的广泛可用、AI 计算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

判读的计算机程序。在过去 50 年中，它已成为医生必不可少的

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传统心电图

辅助工具。

数字信号处理方式。依靠大量可用的心电图数据，推进了基于

传统的诊断软件主要基于 P 波、QRS 波群和 T 波的形态进行心
电信号分析。临床研究表明，这些软件的诊断准确性相对较低。
例如：

精确深度学习模型的开发，从而实现高效、自动的心电图分析
判读。3
目前，卷积神经网络（CNN）或深度学习算法已被应用于心电图
分析研究中。但这些研究工作仅集中在少数几种诊断任务上，例

• 现有的商业心电图解析算法存在很高的误诊率。3

如一些心博类型（正常窦性心博、室性心博或室上性异位心博）

4

• 只有大约 50％ 的非窦性心律得到正确识别。

和节律诊断（一般性心房颤动或室性心动过速）。在撰写本文的
同时，市场上还没有类似于乐普医疗 AI-ECG 这样具有 AI 功能、

• 只有七分之一的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得到正确识别。5

端到端的心电图解决方案，该产品可以分析标准 12 导联静态原

这些诊断上出现的错误导致传统计算机辅助心电图判读技术不

始心电数据，并可对多种心脏疾病提供临床解析。

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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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色高亮区域是面向台式机系统的英特尔® 酷睿® i7 6700K
中的第九代处理器图形芯片区域。6 该区域的英特尔处理器显卡也
可执行深度学习推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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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在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套件的流程图。

乐普医疗的 AI-ECG 技术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综合性心电图

由于高质量数据和高性能计算硬件的普及，深度学习应用的开发

网络分析系统，可对多种心电图数据进行同步自动分析判读。

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许多医疗用例中，对低延迟、低成本、本

在 2018 年，乐普医疗 AI-ECG 成为中国首个基于 AI 技术并通

地持久性和数据隐私的需求使在网络边缘执行 AI 推理成为一种

8

过 FDA 510(k) 和 CE 认证的心电图分析软件（FDA 501(K)：
K180432；CE 认证：Q5 0500440 0027）。

趋势。
另外，当前业界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即边缘设备上的 AI 推理必

《中国心血管病杂志》前编委会成员、中国心脏病专家钱建安

须由独立的图形处理单元（GPU）完成。本文表明，现有硬件

博士表示：“与传统心电图软件相比，乐普医疗 AI-ECG 的总体

或其他形式的计算架构在特定应用中可以实现更好的性能功耗

准确率高达 95％，出色的性能和准确性使该产品成为临床医生

比和性价比。

工作中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工具。” 乐普医疗 AI 研发团队负责人
刘畅先生表示：“定量心电图常用标准（CSE）委员会的反馈也
表明，乐普 AI-ECG 的表现与 ‘CSE 心脏病专家’（所有 CSE 裁
判均为欧洲知名心脏病专家）大体相当，在某些方面甚至优于
这些心脏病专家的平均水平”。

集成在英特尔® 系统芯片（SoC）平台上的英特尔处理器显卡已
被安装在全球超过 10 亿台设备中，其中包括服务器、PC 和嵌
入式设备。这些片上集成的 GPU（iGPU）提供了出色的显示、
媒体和实时 3D 渲染性能。除了标准的图形功能外，这些处理
器显卡的执行单元还支持多线程，SIMD 指令集的高吞吐量浮

面向通用计算架构的英特尔® 处理器显卡
长期以来，英特尔一直致力于普及计算能力，使计算变得更加简
单易用、更加强大且更容易被获取。几十年来，摩尔定律显示了
随着晶体管不断缩小，更多功能可以被集成到芯片中，同时使功

点以及整数通用计算，并达到 teraFLOPS 性能水平。6 这种通
用计算功能有助于改善照片编辑应用的视觉效果、实时立体 3D
渲染和 OpenCV* 中视频输入的计算机视觉的动态重新照明等
任务。

耗降低且性能提高。计算的普及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持续的技术、
经济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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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VINO 工具套件加速深度学习推理

4

IMAGES/SEC

ResNet-50

120

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提供的英特尔® 深度学习部
署工具套件为解锁各种英特尔硬件（CPU、iGPUs、 FPGA 和

100
BATCH 1

VPU）的 AI 推理功能提供了统一的 API 接口。对于英特尔® 处

BATCH 8

80

理器显卡（iGPU），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套件构建于深度神经
网络计算库（clDNN）之上，这是一个基于 OpenCL* 的内核

60

库，用于提高推理性能。

40

clDNN 包含高度优化的构建块，用于实施具有 C 和 C++ 接

20

口的卷积神经网络（CNN）。这些块包括常用的 CNN 基元，
例如卷积、合并、归一化、激活、裁剪和反卷积等。6 通过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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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用于 MRI、CT、超声和心电图等设备的医疗工作负载。

英特尔端到端系统解决方案
除英特尔处理器显卡外，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

图 5 . 图中所示的英特尔 SOC 包含集成核显的 ResNet-50 的性能
数据。所有平台均采用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中的
英特尔® 深度学习部署工具套件。7

还支持在边缘运行的英特尔 Movidius VPU、英特尔® 奔腾®
处理器、英特尔® 赛扬®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上的

为了捕捉时间序列下心电图信号中的隐藏特征，在 1D 卷积和其

完整的端到端深度学习推理解决方案；用于密集数据中心级

他深度学习拓扑基元中应该使用 FP32（浮点 32）或 FP16 数据

数据处理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和用于量身定制的

类型（而非 INT8）以达到 AI-ECG 模型精度。低数据精度会影响

高性能加速的英特尔® FPGA。而且 OpenVINO 推理引擎还

模型精度。英特尔处理器、英特尔处理器显卡、英特尔 Movidius

通过对异构硬件的支持允许在这些设备上执行各个深度学习

VPU 和英特尔 FPGA 均支持 FP32 和/或 FP16。

网络层。
OpenVINO 模型优化器（model optimizer）为乐普 AI-ECG
基于英特尔 SoC、系统固件和软件设计的系统还可以提供

CNN 提供了开箱即用的优化。无需针对上述三种使用场景重新

安全功能，例如英特尔® 软件防护扩展（英特尔® SGX）和

设计、训练和测试模型，乐普医疗轻松完成了 AI-ECG 模型对以

TPM，以保护数据、算法和其他知识产权（IP）免遭滥用和

上不同应用场景的移植。

被盗。英特尔还支持供货周期长达 15 年的特选 CPU 和芯片
组 SKU，以满足医疗行业和其他嵌入式设备的需求。

在进行新的 AI 系统设计时，也要考虑低延迟、高吞吐量和最少
系统成本增加等这些重要因素。

乐普 AI-ECG 应用挑战
乐普 AI-ECG 有三个主要的应用场景：

乐普 AI-ECG 解决方案
英特尔 AI 推理加速器为乐普 AI-ECG 的设计所面临的每一个挑

1. 单独使用的 AI-ECG 设备
2. 医院内的 AI-ECG 工作站
3. 基于云端的 AI-ECG 服务
为了使 AI-ECG 在不同形态下运行达到最佳性能，这需要使
用兼容的 AI 参考计算引擎支持心电图分析功能。然而，如今
大多数的 AI 计算芯片供应商都只提供自定义 SDK，来将预
先训练的 AI 模型移植到其各自的生态系统中。这导致启用单
个 AI 芯片需要增加额外的投入。这不仅浪费产品开发时间，
还难以将该模型迁移到不同的目标平台上。

战都提供了一款强大的解决方案。

AI-ECG 设备
乐普医疗与英特尔合作，设计了可单独使用的 Carewell
OmniECG*。该产品的 AI-ECG 功能由配有带英特尔处理器显
卡的英特尔® 奔腾® N4200 处理器提供支持，并利用了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该产品具有出色的性能和准确性，
将协助小型或远程医疗机构的医生进行临床心电图检查。刘畅先
生表示：“与先前使用外部显卡的设计相比，推理性能预计增加
40％，电路板成本降低 30％，同时保持相同的诊断准确度。”

白皮书/乐普 AI-ECG：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释放医疗行业 AI 推理计算力

5

医院内的 AI-ECG 工作站
乐普医疗在地区医院进行了 Carewell AI-ECG* 网络的测
试。AI-ECG 工作站可对院内网络上各临床科室收集上来
的心电图信号进行了同步分析。该医院网络中使用的乐普
AI-ECG 工作站采用英特尔® 酷睿™ i5 或带英特尔® 高清显
卡的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刘畅先生表示：“与先前使
用外部显卡的设计相比，这种工作站设计配置具有的性能，
但成本更低”。表 1 列出了以上两种解决方案的性能比较
结果。

AI-ECG 云服务
乐普 AI-ECG 云旨在为各种心电产品提供心电图诊断服
务，包括静态心电图、Holter（动态）ECG、事件记录器
和可穿戴设备，如 Checkme Lite*（手持式心电设备）、
EzCardio*（贴片）和 LeCare*（手环和手表）等。先将
原始 ECG 数据上传到云端，然后进行心电图分析和诊断。
诊断结果可以被下载到医院的临床软件中，也可以被下载
到与可穿戴心电设备配对的移动端应用中。乐普医疗与英
特尔合作设计了基于云的推理系统。
无论使用哪一种英特尔计算解决方案作为 AI 推理加速器，
OpenVINO 工具套件都能够使用相同的 API 部署这些
方案。
图 6 . 乐普 AI-ECG 产品生态。
图片由乐普医疗提供。

AI-ECG 推理
解决方案7

准确率

吞吐量（FPS）

英特尔® 奔腾™
N4200 CPU

FP32

18.5

英特尔® NCS2

FP16

24.0

基于深度学习推理的新临床工具可以为医生诊断工作流程提供帮

英特尔®
高清显卡 505

FP32

25.2

助和补充，并且还可能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下一代心电图和患

英特尔®
高清显卡 505

FP16

25.7

英特尔® 酷睿™
i7-7700 处理器

FP32

109.5

英特尔®
高清显卡 630

FP16

131.1

结论

者监护仪设计有望具有 AI 功能。通过使用面向深度学习推理的

表 1：运行乐普 AI-ECG 工作负载的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
件分发版推理引擎性能结果。数据由乐普医疗于 2019 年 5 月提
供。 10

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乐普医疗实现其部署目标，
即 “一个 AI-ECG 模型可以在所需场景运行，从设备到云端”。这
样无需针对不同设计来重新迁移和优化乐普 AI-ECG 模型，并可
以保持一致的准确性，提升性能并降低成本。
目前这些成果是端到端 AI-ECG 应用开发的第一步。在乐普 AIECG 模型部署到实际的临床中仍会存在许多技术挑战。这些挑战
包括便携式设备的低功耗和低成本，以及云端的高吞吐量推理处
理。英特尔团队将继续与乐普医疗和其他合作伙伴携手，在医疗
应用中进一步普及 AI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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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乐普医疗

关于英特尔

科技关爱生命

英特尔致力于创造最不可思议的体验

作为中国最前沿的创新医疗器械制造商，乐普医疗开发了专门用于心

您可能知道英特尔的处理器。但我们的业务不仅限于处

血管介入、结构性心脏病、心律管理、麻醉和重症监护、体外诊断和

理器。英特尔致力于提供技术创新，为企业和社会以及

普通外科领域的高科技医疗器械和设备。我们的使命是革新医疗设

地球上的每个人提供卓越的体验。借助功能强大的云计

备。从中国的第一个冠状动脉支架到 2019 年的第一个生物可吸收支

算、无处不在的物联网、最新的内存和可编程解决方案

架，乐普医疗在过去的 20 年里生产了超过 6000 万个心血管医疗产

技术、丰富的人工智能技术组合以及不间断的连接，英

品，约 300 万冠心病患者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中受益。我们不断研

特尔正在颠覆医疗和生命科学行业，帮助他们应对最棘

究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为世界提供更卓越的医疗服务。乐普医疗

手的挑战。

是中国 AI 医学研究和开发领域的先驱，其开发的 AI-ECG 可帮助临床
医生提升心电图诊断和解析的准确性和效率。

乐普医疗是英特尔® AI Builders 计划的成员，该计划是由行业领先独立软件厂商（ISV）、系统
集成商（SI）、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企业最终用户组成的生态系统，共同愿景是加速人工
智能在英特尔® 平台中的部署。

英特尔不控制或审计本文提及的第三方基准测试数据或网址。您应访问引用的网站，确认参考资料准确无误。描述的成本降低方案旨在作为举例，说明指定的英特尔架构产品在特定环境和配置下，
可能如何影响未来的成本和提供成本节省。环境各不相同。英特尔不保证任何成本和成本的节约。
乐普法律声明：乐普医疗、乐普医疗标识、Carewell 和 EzCardio 是 乐普医疗集团或其子公司在中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乐普医疗已有效注册并申请了 AI-ECG 的相关知识产权。乐普医疗拥有
的 AI-ECG 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乐普医疗不承担任何明示和默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不侵权性和适用于特定用途的的默示保证。此外，乐普医疗不对任何直接、间接、特殊、意外、惩罚性或后果性损害承担责任。乐普
医疗合法谨慎地使用各种资源编辑和出版这篇关于其专业知识的白皮书。白皮书信息仅用于展示和介绍产品，但不表示或暗示内容完整性和可更新性方面的陈述或保证。乐普医疗对因使用或依靠本
白皮书中提供的信息而导致的损坏或伤害概不负责。请注意：本白皮书中提供的数据、意见或其他信息在发布之日是准确的，但不会持续更新。
禁止出于任何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复制和向第三方提供上述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文档、插图、数据等）。否则，权利人有权对侵犯工业产权的行为和人员追究法律责任。与本白皮书有关的任何
法律索赔或诉讼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优化声明：英特尔的编译器针对非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优化程度可能与英特尔微处理器相同（或不同）。这些优化包括 SSE2、SSE3 和 SSSE3 指令集以及其他优化。对于在非英特尔制造的微处理器
上进行的优化，英特尔不对相应的可用性、功能或有效性提供担保。此产品中依赖于处理器的优化仅适用于英特尔微处理器。某些不是专门面向英特尔微体系结构的优化保留专供英特尔微处理器使
用。请参阅相应的产品用户和参考指南，以了解关于本通知涉及的特定指令集的更多信息。通知版本编号 20110804。
英特尔® 技术的功能和优势取决于系统配置，可能需要激活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实际性能可能因系统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性。请咨询您的系统制造
商或零售商，您也可登录 intel.cn 获取更多信息。
英特尔未做出任何明示和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及不侵权的默示保证，及履约过程、交易过程或贸易惯例引起的任何保证。
1

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我们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本文将重点介绍人工智能中的机器学习，更具体而言，是多层神经网络形式的机器学习，称为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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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系统配置均使用 Ubuntu 16.04 LTS x86_64 和英特尔® OpenVINO™ 工具套件分发版（2018.5.455）以及乐普医疗 ECG 工作负载（详情请参阅 FPS）。
精度：在 OpenVINO 推理引擎中使用的训练后执行精度。
吞吐量：FPS，每秒帧数。帧是发送到乐普 AI-ECG 推理引擎的完整输入序列（以 250Hz 采样的 ECG 数据并且持续时间取决于特定实施）。数字越大意味着性能越好。
N4200/FP32，高清显卡 505/FP32 和 FP16：系统配置：带有高清显卡 505 的英特尔® 奔腾® N4200，4G 系统 RAM。
英特尔® 神经计算棒 2（英特尔® NCS2）：系统配置：N4200/FP32 中使用的英特尔® 神经计算棒 2（NCS 2）系统配置。
英特尔® 酷睿™ i7-7700/FP32，英特尔® 高清显卡 630/FP16：系统配置：配备高清显卡 630 的英特尔® i7-7700，16G 系统 RAM。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Movidius、OpenVINO、奔腾、赛扬、英特尔酷睿和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

* 文中涉及的其他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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