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龄评估（BAA，Bone Age Assessment）是评估儿童生物学成熟度的临床程序中最

重要的课题之一1。骨龄研究可帮助医生估计儿童骨骼系统的成熟度。在进行疾病诊断

时，儿科医生和内分泌学家通常会要求进行骨龄评估，以便与实龄进行比较，确定儿童

的生长发育情况，对发育异常的儿童，及早做出干预。

通过人工智能辅助进行骨龄评估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趋势，这有助于缩短骨龄评估时

间，减少专业医疗人员不足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人工智能辅助骨龄评估可能会带来复

杂的性能与成本问题。为此，卫宁健康在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云平台上，英特尔® 优化的 

PyTorch 和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IPEX）对于骨龄评估模型进行优化，将骨

龄评估图像分析的时间缩短到 4 秒2，支持在云平台上为医院和临床医生提供高度可扩

展的软件即服务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成为骨龄评
估重要方向
骨龄评估法已实行数十年之久，

具体做法是将左手和手腕的 X 射

线影像与已知样本骨骼的图谱进

行比较。目前，这样的图谱已有

多个，可表明特定骨龄阶段的身

高增长百分比。但这种人工方法

很耗时，而且不同医疗人员所测

定的年龄很可能不一致。

骨龄评估一直是机器学习领域的

重点课题。2019 年，北美放射

学会（RSNA）赞助了一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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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科医生和医学成像医生

（包括儿科医学成像医生）面

临短缺。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

解决人力短缺和学科发展的问

题。”

— 杨秀军教授

上海市儿童医院

图 1. 骨龄评估中的儿童左手 X 射线影像

（图片由卫宁健康提供）
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4454534/
2 基准：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21 日的英特尔测试。单节点，2 颗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8M CPU @ 2.10 GHz， 

22 核，超线程启用，睿频启用。总内存 192 GB（12 个插槽/16 GB/2933 MHz），BIOS：4.14（ucode: 
0x5003003），Ubuntu 20.04.1 LTS，5.8.0-38-通用，gcc 9.3.0 编译器，<Bonenet> PyTorch 1.5.0，分数 = 1。

配置-2：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22 日的英特尔测试。单节点，两颗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8M CPU @ 2.10 
GHz，22 核，超线程启用，睿频启用，总内存 192 GB（12 个插槽/16 GB/2933 MHz），BIOS：4.14 
（ucode: 0x5003003），Ubuntu 20.04.1 LTS，5.8.0-38-通用，gcc 9.3.0 编译器，<Bonenet> PyTorch 
1.5.0，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PyTorch 和 IPEX branch 6e5288e 的 1.0.x build，分数 = 2.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445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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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挑战赛，该赛事使用了数千张 X 射线图像进行训练3。48 个

团队参加了比赛，他们展示了一些出色的机器学习方法。这些方

法实现了高精度，降低了人类评估者的一致性差异，并为进一步

研究奠定了基础。

卫宁健康发挥他们在机器学习、图像分析和医疗软件解决方案

方面的专长，开发了一种支持人工智能的骨龄评估工具。该工

具能够非常快速地提供高度准确的评估结果，为儿童骨龄评估

的临床诊断提供了出色的辅助平台。

卫宁健康基于人工智能的骨龄评估解决
方案
卫宁健康是中国领先的医疗软件和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其开

发的软件系统解决方案帮助医院推动 IT 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

此类解决方案可帮助客户在联网的数字平台上集成业务功能、

医疗数据和服务交付。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卫宁健康创建了

人工智能实验室，专注于开发人工智能辅助骨龄评估等机器学

习医疗诊断解决方案。

卫宁健康使用 RetinaNet 构建了基于特征提取的深度卷积神经

网络用于骨龄评估算法4。该检测骨龄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利用

腕部骨关节骨龄特征区域进行深度学习，再将骨龄影像特征与

临床大数据（人口统计、检查报告等）融合训练骨龄评估模型。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有效抓住关键部位的深度特征，同时融

合了基于临床大数据的影像组学方法，并具备高性能、高预测

精度等特征。

图 2. 使用计算软件进行骨龄评估的示例

该软件基于 PyTorch 框架而构建。目前，中国有多家儿童医院

使用了这款软件，其中上海儿童医院将其部署在基于 GPU 的解

决方案上。然而，这种方案在成本、灵活性、扩展性上面临的

挑战限制了该软件的应用范围，使其无法在众多医院广泛部署。

相比之下，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内置人工智能加速功能，

并已针对工作负载进行优化，能够为各种高性能计算工作负载、

人工智能应用以及高密度基础设施带来一流的性能和内存带宽。

同时，采用矢量神经网络指令（VNNI）的英特尔® 深度学习加

速（英特尔® DL Boost）显著提高了人工智能推理的表现，使其

有成为人工智能推理基础平台的巨大潜力。

为了轻松扩展该解决方案并将其广泛提供给医务工作者，减少

医院信息系统升级所带来的负担，卫宁健康计划通过软件即服

务（SaaS）的方式来实现人工智能辅助骨龄检测能力的交付。

卫宁健康认为，这种策略不仅提高了可扩展性，而且能够大幅

简化模型维护和升级，有助于持续提升模型的性能与精度。

卫宁健康开发人员与英特尔合作，使用英特尔® 优化的 PyTorch 

和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 对该模型进行优化，以提

升模型在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云平台上的性能表现。英特尔® 

优化的 Pytorch 旨在加速 PyTorch 的性能，包含节点和图形

3 放射医学：卷 290：第 2 期 - 2019 年 2 月 radiology.rsna.org
4《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18 年 8 月，第 39 卷，第 8 期 http://www.ajsmmu.cn

http://radiology.rsna.org
http://www.ajsmm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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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优化。在节点层面，英特尔优化了包括卷积和矩阵乘法

在内的各种层，以提升 CPU 性能，并将其纳入面向深度神经

网络的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DNN）。在图

形层面，英特尔通过不同的数据排序策略和层级融合对节点组

进行了优化。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 为用户提供了简

单的前端 Python API 和实用程序，用户只需简单修改代码即可

获得性能优化，如图形优化和运算符优化等。

开发人员设定的最大推理延迟目标是每图像 30 秒，该性能可以

支持卫宁健康为临床医生提供在线服务，医生们只需几秒钟即

可返回骨龄评估结果。

优化卫宁的骨龄评估，以实现基于云的可
扩展软件即服务
为了针对英特尔® 架构优化 RetinaNet Inception v4 模型，工程

师将以下功能集成到卫宁健康的解决方案中：

• 英特尔® 优化的 PyTorch

• 面向深度神经网络的英特尔® 数学核心函数库（英特尔® MKL-

DNN）和 oneDNN

• 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 1.0.1（IPEX）

• PyTorch JIT 即时跟踪编译

上述优化旨在支持同步多流图像检测，以提高整体性能和缩短

解决时间。

测试运行在基于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8M 处理器的平台

上，使用 PyTorch 1.5 的基准性能指标评测，通过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IPEX）转换卫宁的代码，并借助之前

的优化应用 PyTorch JIT 即时跟踪编译。

性能指标评测结果如图 3 所示。通过将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英特尔优化和 PyTorch JIT 即时跟踪编译进行组合优

化，优化后的性能相比基准提升了 2.8 倍，从而将评估时间从

每幅图像 11 秒缩短到每幅图像 4 秒。考虑到卫宁的延迟目标是 

30 秒，英特尔优化将骨龄评估图像处理速度提升了 7.5 倍（相

比于预期值）5。

更快的评估速度可帮助卫宁跨云平台轻松扩展其软件即服务解

决方案并快速处理图像。临床医生可以更快地获取结果，并在

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诊断，从而减少医院积压的成像诊断工

作，并有助于加快推进治疗计划。该方案正在推广到长三角儿

联体中，即使儿联体单位信息化程度不同，通过云服务的方案，

都可以享受人工智能提供的高效、便捷的服务。

面向 PyTorch 推理加速的推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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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5

0.5

2

2.5

3

基准

Stock PyTorch

英特尔®

优化的 PyTorch

1

2.8

图 3. 对卫宁的骨龄评估解决方案进行英特尔优化时的 

性能指标评测结果

“医学成像医生有一本图谱。由于使用频繁，

图谱会破裂，他们不得不在半年内更换一

本。这种机械、繁琐的工作特别适合人工智

能来完成。”

— 杨秀军教授

上海市儿童医院

5 基准：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21 日的英特尔测试。单节点，2 颗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8M CPU @ 2.10 GHz，22 核，超线程启用，睿频启用。总内存 192 GB（12 个
插槽/16 GB/2933 MHz），BIOS：4.14（ucode: 0x5003003），Ubuntu 20.04.1 LTS，5.8.0-38-通用，gcc 9.3.0 编译器，<Bonenet> PyTorch 1.5.0，分数 = 1。

配置-2：截止到 2021 年 1 月 22 日的英特尔测试。单节点，两颗英特尔® 至强® 金牌 6238M CPU @ 2.10 GHz，22 核，超线程启用，睿频启用，总内存 192 GB
（12 个插槽/16 GB/2933 MHz），BIOS：4.14（ucode: 0x5003003），Ubuntu 20.04.1 LTS，5.8.0-38-通用，gcc 9.3.0 编译器，<Bonenet> PyTorch 1.5.0，英特尔® 
Extension for PyTorch，PyTorch 和 IPEX branch 6e5288e 的 1.0.x build，分数 = 2.8。



6 资料来源：基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前 66 个工作日的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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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的儿童专科医院平均每天的骨龄评估检查次数约为 127 

次6，如果这些骨龄评估工作全部都由人工智能平台来完成，医

生每天节省的计算时间为 2,794 分钟（22 分钟* 127 次）。按

一年 320 天计算，医生每年节省的时间为 894,080 分钟，总计

约 14,901 小时。

卫宁健康基于机器学习的原始解决方案可以在几秒内分析 X 射

线图像，从而精准判断出骨龄。但这种方案要满足更广泛的临

床环境的扩展需求，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性能表现。通过集成基

于英特尔® 架构的各种优化措施，卫宁健康能够将骨龄评估 X 射

线图像的处理速度提升 2.8 倍，骨龄评估的等待时间缩短至 4 

秒。这些优化可帮助卫宁跨云平台轻松扩展其解决方案，从而实

现服务的广泛可用性，让医院无需花重资建立专门的 IT 环境，

以支持基于机器学习的骨龄评估。

“我们非常感谢英特尔团队在项目的整个工程合作中所给予的巨大支持。英特尔团队不仅提供了技术

咨询服务，帮助我们优化解决方案，而且提供了专业培训，帮助我们掌握最新的英特尔人工智能技术。

合作富有成效，令人愉快。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我们未来深化合作铺平了道路。通过这一合作，我

们希望将我们经优化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集成到卫宁健康的当前产品中，并帮助中国各地的医院推动 

IT 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诚挚希望我们在中国的 5000 家客户能够从我们的这些智能医疗解决方案和产

品中受益。”

— 刘鸣谦

卫宁健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