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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幾年來根據全台灣各地家畜疾病防治所病例顯示結果，養豬戶送

檢進行剖檢之豬隻，發現可偵測出的病源常可達三種以上，而最終診斷

出的病名往往達四、五個甚至更多，這常常無法明確反應出現場的病況，

也難給予適切的建議及處置，因而浪費許多實驗室的診斷資源，且又無

法解決送檢養豬戶的問題，有鑑於此，養豬戶從即時瞭解豬隻現場情況

到事先預防豬隻病源發生進而擬定處理之道，對疾病防治、通報和治療

是相當重要並且直接關係著養豬戶的豬隻健康和財產。 

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Animal Technology Institute Taiwan, ATIT）所

成立四十年，自民國五十九年至今，著眼於產業環境的變遷，除重視傳

統養豬育種、繁殖及生產性能的研究，更積極利用尖端科技提升動物產

業的附加價值，秉持著「專業、整合、創新、科技及服務」組織文化，

持續傳遞新技術與新知識；以生物製劑與疫苗研發、肉品衛生安全管理、

動物疾病診斷技術開發和動物模式醫學研究為主，利用逆向疫苗學開發

出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之標的型次單位疫苗，完成疫苗在 SPF 豬隻的功

效試驗。其中涵蓋研發各種不同生物診斷技術，並協助獸醫行政單位控

管畜產品的衛生，包括屠宰場設施審查、相關人員訓練、畜產品與屠體

之微生物和藥物殘留及抗藥性檢測、強化全國性屠宰衛生檢查系統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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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家畜禽屠宰衛生相關業務等工作；病理實驗室於 2009 年共完成 1,566

件屠宰場廢棄檢體蒐集及進行組織病理檢查分析，並完成病例報告傳送

與統計分析。 

本計畫擬協助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導入豬隻病理判斷與診斷自動

化 報 告 產 生 系 統 （ Automatically Image Pathology and Diagnosis 

Assessment System, AIPDAS），動態分析和檢索豬隻病理影像，提供養

豬戶瞭解豬隻現場病理具體說明和標準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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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內容 

2.1 計畫目的 

本計畫擬協助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導入豬隻病理判斷與診斷自動化

報告產生系統（Automatically Image Pathology and Diagnosis Assessment 

System, 以下簡稱 AIPDAS），提供判斷正常豬隻、已發病豬隻或病死豬

隻解剖後部份局部器官影像進行自動化診斷報告，透過參考豬隻過去病

歷影像和整合豬隻專業病理知識，對豬隻影像切片進行分析和檢索，並

將分析結果生成文件報告。 

本計畫針對台灣動物科技研究動物醫學組於 2009 年提出豬隻肝臟

屠檢病理圖譜報告中 53 張病理影像，分類 18 種病理判讀，詳細分類病

理影像資訊如表一所示。本計畫先根據表一顯示預先選擇較具代表性影

像進行初步系統可行性分析，選擇代表性影像為正常肝臟、黃疸、膽囊

擴大、寄生蟲性肝炎、慢性小葉周圍性肝炎、纖維素性肝包炎計 6 種分

類，代表性定義以完整肝臟影像且有明顯症狀（形狀）或顏色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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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豬隻病理診斷判讀資訊一覽表 

編號 病理名稱 影像張數 選擇影像 

1.  正常肝臟 1 

 

2.  肝鬱血 2 待討論 

3.  黃疸 1 

 

4.  膽囊擴大 1 

 

5.  寄生蟲性肝炎1
 16 

 

6.  慢性小葉周圍性肝炎 2 

 

7.  肝膿瘍 8 待討論 

8.  化膿性膽囊炎與肝膿瘍 5 待討論 

9.  蛔蟲症 1 待討論 

10.  淋巴球結節樣增生 1 待討論 

11.  脂肪肝 1 待討論 

12.  脂肪肝與淋巴球結節樣增生 2 待討論 

13.  囊蟲症 2 待討論 

14.  纖維素性肝包炎 1 

 

15.  肝臟結節樣增生 2 待討論 

16.  脂肪壞死 1 待討論 

17.  燙傷肝 1 待討論 

18.  多發性肝囊腫 4 待討論 

                                                       
1 選擇 3 張代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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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計畫進行方法、步驟 

2.2.1 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根據計畫目的和表一預先選擇具代表性影像建立 AIPDAS 雛

型系統以評估豬隻病理判讀與診斷自動化報告可行性，將選擇具代表性

的影像先正規化為 256x256 影像尺寸，接著進行如表二所示影像攻擊操

作，包括垂直翻轉、順時鐘旋轉 45°、順時鐘旋轉 90°、順時鐘旋轉 135

°、逆時鐘旋轉 45°、逆時鐘旋轉 90°、逆時鐘旋轉 135°、高斯模糊以及

高斯雜訊等計 10 種攻擊操作，以模擬在不同病理案例影像在不同視角、

方位以及情況下，AIPDAS 有能力抵抗和做出正確（相同）的病理診斷

判讀。 

AIPDAS 雛型系統分析結果如圖一所示，分別檢索正常肝臟、寄生

蟲肝炎、慢性小葉周圍性肝炎、膽囊擴大、纖維素性肝包炎、黃疸、局

部膽囊擴大以及局部黃疸等計 10 項檢索分析結果，左半部視窗為選擇

檢索的病理影像，右半部視窗為經過 AIPDAS 檢索分析依影像相似度高

低順序排列的結果，右上方第一張影像表示 AIPDAS 判讀與檢索病理影

像相似度最高；整體而言，檢索分析在第一張顯示結果皆命中檢索病理

影像，詳細檢索系統效能比較表如表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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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豬隻病理正常肝臟影像攻擊操作一覽表 

編號 病理攻擊操作 影像顯示 模擬情況說明 

1.  正常肝臟 

 

原始病理影像 

2.  正常肝臟－垂直翻轉 

 

視角變換 

3.  正常肝臟－順時鐘旋轉 45° 

 

方位偏移 

4.  正常肝臟－順時鐘旋轉 90° 

 

視角變換 

5.  正常肝臟－順時鐘旋轉 135° 

 

方位偏移 

6.  正常肝臟－逆時鐘旋轉 45° 

 

方位偏移 

7.  正常肝臟－逆時鐘旋轉 90° 

 

視角變換 

8.  正常肝臟－逆時鐘旋轉 135° 

 

方位偏移 

9.  正常肝臟－高斯模糊 

 

鏡頭震動 

10.  正常肝臟－高斯雜訊 

 

光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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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常肝臟檢索 

 

（2）寄生蟲肝炎檢索 

 

（3）寄生蟲肝炎檢索 

 

（4）寄生蟲肝炎檢索 

 

（5）慢性小葉周圍性肝炎檢索 

 

（6）膽囊擴大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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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纖維素性肝包炎檢索 

 

（8）黃疸檢索 

 

（9）局部膽囊擴大檢索 

 

（10）局部黃疸檢索 

圖一、AIPDAS 雛型系統分析結果對照圖 

根據（Olson, Delen, 2008; Rijsbergen, 1979）對資訊或影像檢索系

統效能評估採用準確度（Precision）和召回度（Recall）作為衡量，定

義如表三和式 1 所示，準確度是指所有檢索回傳影像中和查詢影像有關

的百分比，召回度是指所有和查詢有關影像中被檢索回傳的百分比；準

確度愈高表示系統有能力正確檢索愈多影像，召回度愈高表示系統有能

力檢索回傳愈多相關影像。表四為 AIPDAS 雛型系統分析 Precision 和

Recall 比較表，以系統檢索回傳影像相似度較高的前 10 張影像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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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每張病理檢索影像有 10 項影像攻擊操作）。以實務應用而言，通

常以判讀檢索回傳第一張（最高相似度）影像為病理診斷結果，圖一分

析結果顯示所有病理檢索結果都完全正確。 

表三、Precision 和 Recall 關連定義表 

 相關 不相關 

回傳 tp fp 

未回傳 fn tn 

          
  

     

        
  

     

 ……………………式 1 

表四、AIPDAS 雛型系統分析 Precision 和 Recall 比較表 

病理檢索名稱 Precision（%） Recall（%） 

（1）正常肝臟檢索 90 90 

（2）寄生蟲肝炎檢索 
1
 50 23 

（3）寄生蟲肝炎檢索 1
 80 50 

（4）寄生蟲肝炎檢索 1
 50 63 

（5）慢性小葉周圍性肝炎檢索 50 50 

（6）膽囊擴大檢索 40 40 

（7）纖維素性肝包炎檢索 50 50 

（8）黃疸檢索 50 50 

（9）局部膽囊擴大檢索 10 10 

（10）局部黃疸檢索 60 60 

  

                                                       
1 Recall 以檢索回傳前 30 張影像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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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影像預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為了獲得更精確的診斷分析結果，影像預先處理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以下條列方式說明預定義之標準作業流程： 

1. 選擇一台高解析度單眼廣角數位相機（有 LCD 螢幕，解析度至

少 500 萬像素以上）和高倍速支援 USB Streaming 攝影機。 

2. 架設拍攝三角架固定在實驗室內或戶外光源穩定的位置。 

3. 設計豬隻拍攝器官位置遮色片，貼於數位相機 LCD 螢幕以利拍

照對準器官；拍攝之器官應儘可能完整符合遮色片範圍。 

4. 開始進行拍攝，每次拍攝至少在前後左右每個不同視角紀錄二張

以上照片。 

5. 將拍攝完成的所有影像正規化大小，每張欲分析的影像只包含一

種豬隻器官。 

6. 輸入已處理後的影像至 AIPDAS 系統進行分析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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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統軟/硬體需求 

豬隻病理判斷與診斷自動化報告產生系統建議系統軟/硬體需求採

用的操作環境如下：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含以上或相容作業系統版本 

相關軟體：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0 含以上版本 

硬體規格：CPU Pentium 4 含以上規格 

          RAM 1GB 含以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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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功案例 

    圖二為某醫院進行甲狀腺 X 光影像分析實際成功案例，透過追蹤患

者在不同時期甲狀腺 X 光影像呈現狀態，如果發生甲狀腺亢進的症狀時

在 X 光影像會呈現較多、密集且大範圍的紅色特徵，透過影像分析方法

動態辨識並抽離關鍵影響特徵後並作為甲狀腺亢進與否參考指標；圖二

（3）為計算紅色面積的影像數據值。 

 
（1）甲狀腺 X 光原始影像 

 
（2）X 光影像分析 

 
（3）X 光影像分析判讀結果 

圖二、甲狀腺 X 光影像分析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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