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985060.3

(22)申请日 2021.08.26

(71)申请人 深圳科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8100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

道龙岗天安数码创业园4号-D栋2层

(72)发明人 赵鹏飞　许晓阳　李育威　曹坤琳　

宋麒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金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5

代理人 袁鸿　夏东栋

(51)Int.Cl.

G06T 7/00(2017.01)

G06N 3/08(2006.01)

G06K 9/6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分类系统及

可读介质

(57)摘要

本公开涉及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

分类系统及可读介质，分类学习方法包括：获取

包括病理图像的多个第一训练样本的第一训练

集；利用所获取的第一训练集，对分类学习网络

执行第一阶段的训练；将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

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

按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混合，以使得其中训练样

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从而得到混

合训练集；利用所得到的混合训练集，对分类学

习网络执行在第一阶段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训练。

本公开的分类学习方法能够让分类学习网络重

点学习在第一阶段学习错误的数据，从而有效加

快分类学习网络的收敛速度，有效提高分类学习

网络的训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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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类学习方法包括：

获取包括病理图像的多个第一训练样本的第一训练集，各个第一训练样本包括病理图

像及其对应的类别标识；

利用所获取的第一训练集，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行第一阶段的训练；

将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

定比例范围混合，以使得其中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从而得到混合训

练集；

利用所得到的混合训练集，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行在所述第一阶段之后的第二阶段

的训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病理图像包括宫颈液基细胞的

病理图像。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第一训练集中标识第一类别

的训练样本的比例低于标识第二类别的训练样本的比例，并且，在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

分布满足期望分布的情况下，标识第一类别的训练样本的召回率达到第一预定阈值且标识

第二类别的训练样本的准确率达到第二预定阈值。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包括标

识阳性的训练样本与标识阴性的训练样本的数量比例，所述期望分布为1:5~1:20。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预定比例范围为1:8~1:

14。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

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混合具体包括：

基于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的数量和所述预定比例范围，从第

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中随机地选择对应数量的分类正确的训练样

本；以及

将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所选择的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混

合。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病理图像的对应的类别标识为二

元的阴阳分类标识的情况下，所述第一类别为阳性细胞图像而所述第二类别为阴性细胞图

像。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病理图像的对应的类别标识为多

级别阳性分类标识的情况下，所述第一类别为高级别阳性细胞图像，所述第二类别为意义

不明确的非鳞状上皮细胞图像(ascus)和低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中的至少一种。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病理图像的对应的类别标识为多

分类标识的情况下，所述第一类别为高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不明确的非鳞状上皮细胞图像

(ascus)和低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第二类别为阴性细胞图像，或者所述第

二类别为阴性细胞图像以及阳性细胞中除了所述第一类别以外的其他类别。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阶段和所述第二阶段为

相邻的两个批次的训练阶段。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类学习网络包括R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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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口，其配置为接收待分类的病理图像；

处理器，其配置为：基于所接收的病理图像，利用训练好的分类学习网络，确定所述病

理图像的分类结果，其中，所述分类学习网络利用根据权利要求1‑11中任何一项所述的病

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来训练。

13.一种其上存储有指令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特征在于，其中所述指令在由

处理器执行时执行根据权利要求1‑11中任何一项所述的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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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分类系统及可读介质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图像分析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分

类系统及可读介质。

背景技术

[0002] 基于病理图像进行分析和筛查是现代医学中进行癌症确诊的重要手段。而在基于

病理图像进行筛查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病理检查人员通过人工读片对病理图像进行分类

或标识等操作，其工作量大、分析耗时长，影响后续诊断和治疗效率，因此，现有技术中常用

基于人工智能学习模型进行病理图像分类的自动分析系统实现自动化的病理图像分类操

作。

[0003] 深度神经网络作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分析学习网络，在图像识别、特征学习方

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可通过学习数据的内在规律，成功应用于新的数据上，实现新的数据的

自动化分析。现有的训练方式将各训练集输入至分析学习网络中进行分批次训练，来调整

分析学习网络的参数。但现有的训练方式存在训练效率低下，收敛速度慢的问题。

[0004] 在医院的病理图像的样本数据中，通常阴性样本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存在严重的

阴阳比例失调。这种阴阳比例失调在应用深度神经网络时，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问题。例如

1000个样本中有999个都是阴性样本，那么用该样本来进行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分类学习

网络只需要把1000个样本均识别为阴性，整个网络的识别准确率就达到了99.9%。但是这并

不是医生所期望获得的效果，医生更期望的是把那一个阳性样本给检测正确，而这种情况

下无论如何调整分类学习网络的参数都无法达到期望的效果。

[0005] 旨在提供本公开来解决以上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旨在提供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分类系统及可读介质，其不仅能够以简

易的方式解决病理图像的各属性样本比例失调的问题，提升分类学习网络的学习稳定性，

还能够让分类学习网络受益于先前正确的习得结果并着重学习分类错误的样本，提高分类

学习网络的学习效率和收敛速度。

[0007] 在第一方面，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所述分类学

习方法包括：获取包括病理图像的多个第一训练样本的第一训练集，各个第一训练样本包

括病理图像及其对应的类别标识；利用所获取的第一训练集，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行第

一阶段的训练；将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

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混合，以使得其中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从而得

到混合训练集；利用所得到的混合训练集，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行在所述第一阶段之后

的第二阶段的训练。

[0008] 在第二方面，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系统，包括：接口，其配

置为接收待分类的病理图像；处理器，其配置为：基于所接收的病理图像，利用训练好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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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习网络，确定所述病理图像的分类结果，其中，所述分类学习网络利用根据前述各个实

施例的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来训练。

[0009] 在第三方面，本公开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其上存储有指令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

介质，其中所述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执行前述各个实施例的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

[0010] 利用根据本公开的各个实施例的将分类学习网络分为不同阶段来进行训练，并将

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

范围混合，利用所得到的混合训练集，对分类学习网络执行在第一阶段之后的第二阶段的

训练。由此能够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引入第一阶段的训练正确和训练错误的数据，并且能

够让分类学习网络重点学习在第一阶段学习错误的数据，从而有效加快分类学习网络的收

敛速度。通过混合训练集的设定能够有效提高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在不一定按比例绘制的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可以在不同的视图中描述相似的

部件。具有字母后缀或不同字母后缀的相同附图标记可以表示相似部件的不同实例。附图

大体上通过举例而不是限制的方式示出各种实施例，并且与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一起用

于对所公开的实施例进行说明。这样的实施例是例证性的，而并非旨在作为本装置或方法

的穷尽或排他实施例。

[0012] 图1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学习网络训练的基本流程图。

[0013] 图2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学习网络训练的另一种流程图。

[0014] 图3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学习网络训练的又一种流程图。

[0015] 图4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学习网络为Resnet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示出根据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系统的基本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的理解本公开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

式对本公开作详细说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公开的实施例作进一步详细描

述，但不作为对本公开的限定。

[0018] 本公开中使用的“第一”、“第二”以及类似的词语并不表示任何顺序、数量或者重

要性，而只是用来区分。“包括”或者“包含”等类似的词语意指在该词前的要素涵盖在该词

后列举的要素，并不排除也涵盖其他要素的可能。

[0019] 为了解决现有的训练方式存在训练效率低下，收敛速度慢的问题。本公开的实施

例提供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如图1所示，所述分类学习方法可以始于步骤S101：

获取包括病理图像的多个第一训练样本的第一训练集，各个第一训练样本包括病理图像及

其对应的类别标识。在具体实施中可以为各个第一训练样本中的病理图像设置对应的类别

标识，具体的类别标识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的分类情况设定，比如期望将某训练集的病理图

像粗分类为两类，则可以设置相应的第一类别标识和第二类别标识，例如阴性标识和阳性

标识，又例如基底细胞标识和副基底细胞标识。相应的，如期望分为三类，则可以设置相应

的第一类别标识、第二类别标识和第三类别标识，例如，阴性细胞标识、低级别阳性细胞标

识、高级别阳性细胞标识等，具体设置的类别标识的数量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根据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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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结果可以选择适合的学习分类网络来进行训练。在不同的训练集中如存在相同的病

理图像，也可以按照需要设置不同的类别标识，例如某阳性病理图像在粗分类中可以设置

类别标识为阳性，而在精分类中，该病理图像为高级别阳性，则可以在精分类过程中为其设

置类别标识为高级别阳性，具体的分类标识的设置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在此不做一一限

定。

[0020] 然后，在步骤S102中，可以利用所获取的第一训练集，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行第

一阶段的训练。也即，可以利用第一训练集中包含病理图像以及类别标识的各个第一训练

样本，来对分类学习网络进行训练。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对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过程可以分

阶段执行。具体说来，可以将完整的训练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为第n个阶段提供第n训练

集，使得在第n个阶段基于第n训练集执行训练，具体的村联方式在此不做限定。

[0021] 接着，在步骤S103中，可以将第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

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混合，以使得其中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

足期望分布，从而得到混合训练集。所得到的混合训练集，可以用于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

行在所述第一阶段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训练（参见步骤S104）。申请人创造性地发现，基于所

提供的训练集，即使不引入新的训练集，通过本公开的方法可以通过将分类错误的训练样

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混合，使得其中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

布满足期望分布，尤其适用于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网络。具体说来，在病理图像的训练样本

中容易存在各类别的训练样本比例失调的问题，例如阳性标识的训练样本的比例显著低于

阴性标识的训练样本的比例，比例低的（本文中也称为稀缺的）训练样本就更容易分类错

误，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中稀缺类别的训练样本占据相当大的比例，由此，通过将分类错误

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比例混合，能够方便地实现将稀缺类别的训练样本

与丰富类别的训练样本按照比例混合，以使得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

在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的情况下，能够自动克服类别比例失调的问

题，对稀缺类别的训练样本显著降低漏检率，对丰富类别的训练样本也能显著降低错检率。

[0022] 作为一种可选的训练方式，第一阶段可以基于第一训练集执行一次训练，也可以

基于第一训练集执行多次训练，当然第一阶段的训练还可以是按照一定的方式在第一训练

集中选取病理图像以及对应的标识来进行训练的，还可以将第一训练集拆分为多个子训练

集，通过各子训练集分别完成第一阶段的训练，具体的第一阶段的训练方式可以根据实际

需要设置，在此不做限定。在第一阶段的训练过程中，分类学习网络会进行分类，产生分类

结果，这些分类结果中可以包括分类错误的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为了便于理解，基于某

包含病理图像的第一训练集设置的类别标识为阳性和阴性，并通过分类学习网络来进行二

分类来进行举例说明。所指的分类错误数据可以是将类别标识为阳性的病理图像在经过分

类学习网络之后被分类为了阴性，相应的，将类别标识为阴性的病理图像在经过分类学习

网络之后被分类为了阳性，也会成为分类错误的样本，可以将这些分类错误的样本选取出

来，然后再选取第一阶段训练中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将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和分类正确

的样本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从而形成混合训练集。如图2所示，还可以通过第一阶段的训

练分别获得若干分类正确的样本以及若干分类错误的样本，在通过各训练子集分别完成第

一阶段训练的情况下，可以将获得的分类错误的样本集合到一起，然后在其他分类正确的

诸多样本中去随机选取分类正确的样本，并按照比例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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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接着，在步骤S104中可以利用所得到的混合训练集，对所述分类学习网络执行在

所述第一阶段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训练。参见上文的说明，如此形成的混合训练集，可以使得

其中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从而自动克服类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对稀

缺类别的训练样本显著降低漏检率，对丰富类别的训练样本也能显著降低错检率。进一步

地，利用在第一阶段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构成的混合训练集来进行第

二阶段的训练，可以使得分类学习网络重新对之前分类错误的样本重新学习，提高学习网

络的收敛速度。同时该混合训练集中还包括了第一阶段分类正确的样本，因此还能保证分

类学习网络不会遗忘之前所习得的分类准确性，从而有效保证分类学习网络的稳定性。此

外，在一些实施例中，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

来混合，第一预定比例范围可以定义为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比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少得

多，例如但不限于1:8~1:14，从而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分类学习网络不仅不会遗忘之前所

习得的分类准确性，还能够对少数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进行着重和集中的学习，从而提升

学习效率和训练好的分类学习网络的检测性能。

[0024] 本公开的分类学习方法，对病理图像的学习训练和分类检测具有良好的效果，具

体的病理图像的类型在此不做一一限定。宫颈癌症发生率位居全球女性恶性肿瘤的第4位，

近84%的病例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所有宫颈癌症的组织学类型中，鳞状细胞癌和腺癌的总和

超过90%。根据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数据，子宫颈癌为女性第四大恶性肿瘤。由于宫颈癌

病因明确且早期治愈率可以达到90%，早期发现对女性的健康具有重大意义。在一些实施例

中，所述病理图像可以包括宫颈液基细胞的病理图像。从而通过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学习

方法可以实现对宫颈液基细胞的病理图像分类学习，提高早期的宫颈癌发现率，提高宫颈

癌的治愈率，解决现有人工读片检测方法工作量大等制约宫颈癌筛查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

问题。

[0025] 图1中的流程仅仅作为示例，在一些实施例中，步骤S102可以对多个分立的第一训

练集分别执行，并从分别得到的训练结果中随机地选择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和分类正确的

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范围来混合（步骤S103），从而得到用于执行第二阶段的训练

的混合训练集。如图3所示，示例性的，执行在所述第一阶段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训练。类似

的，第二阶段的训练也可以按照一定的方式在混合训练集中选取病理图像来进行训练的，

还可以是，结合所获得的混合训练集以及第二批次的新加入的训练集来共同完成的，具体

的训练方式参考步骤S102和步骤S103，例如还可以在步骤S105中将第二阶段获得的分类错

误的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进行混合，从而在步骤S106中将第三阶段训练所得到的混合训

练集应用于第三阶段的训练，以此类推，直到训练结果收敛为止。在分类学习网络直到收敛

为止的整个训练过程中，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和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的按比例混合可以执

行一次，可以执行多次，也可以伴随每个阶段的训练而执行，本公开对此不做限定。

[0026]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所述第一训练集中标识第一类别的训练样本的比例低于标识

第二类别的训练样本的比例，并且，在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的情况下，

标识第一类别的训练样本的召回率达到第一预定阈值且标识第二类别的训练样本的准确

率达到第二预定阈值。所指的精确率是针对分类结果而言的，准确率表示的是分类学习网

络得到的分类结果为阳性的样本中，有多少是真正的阳性样本。分类结果为阳性就有两种

可能，一种就是把阳性标识的样本分类为阳性，另一种就是把阴性标识的样本分类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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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可以表述为阳性标识分类正确的样本与阳性分类的总样本之间的比值，也即通过准

确率能够用于确定模型错检的概率。召回率是针对训练样本而言，召回率表示的是样本中

的例如阳性样本有多少被分类正确了。例如分类学习网络可能是把阳性样本分类成了阳

性，分类学习网络也可能是把阳性样本分类成了阴性，通过召回率能够用于确定模型漏检

的概率。还是以病理图像的阴阳性来举例说明，第一类别的训练样本可以是阳性类别样本，

第二类别的训练样本可以是阴性类别的样本。根据实际情况，第一训练集中阳性类别的训

练样本的比例低于阴性类别的训练样本的比例，同时第一训练集中，阳性类别与阴性类别

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并且在训练过程中阳性类别的召回率以及阴性类别的准确率都达到

期望的水平。按照本公开实施例设置的第一训练集，可以有效解决阴阳比例失的问题，保证

分类学习网络能够按照医生的期望，也就是稀缺类别的少漏检且丰富类别的少错检，完成

训练。

[0027] 在特殊情况下，某些医院可能获得的阳性样本会偏多，比如肿瘤医院，此时阳性样

本属于丰富类别，而阴性样本属于稀缺类别。这种情况下，可以将阳性样本设置为第二类

别，阴性样本设置为第一类别。又比如在精分类阶段，需要从低级别阳性细胞中分类出高级

别阳性细胞，此时高级别阳性细胞属于稀缺类别，而低级别阳性细胞属于丰富类别。则可以

将低级别阳性细胞设置为第二类别，高级别阳性细胞设置为第一类别，本公开方法的核心

点在于使得所训练获得的分类学习网络模型能够将稀缺类别的样本识别准确，具体的分类

数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在此不一一列举。在一些实施例中，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

布包括标识阳性的训练样本与标识阴性的训练样本的数量比例，所述期望分布可以是1:5~
1:20。通过设置合理的期望分布能够降低分类学习模型的错检，保证分类学习网络完成期

望的训练。本公开的方法不需要用户手动去调整混合训练集中的标识阴性与标识阳性的数

量，只需要基于分类错误的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进行混合，即可动态满足所述的期望分

布，并使得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达到理想的效果。

[0028] 本公开的分类学习方法将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按照一定的比

例混合，从而形成混合训练集。对于混合训练集的设置对整个分类学习网络的快速收敛至

关重要。还是以病理图像的阴阳性来举例说明，混合训练集中阳性样本少于阴性样本，由于

不能让阴性样本将阳性样本淹没掉，也不能添加过多的阳性样本。可以将分类错误的训练

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混合，从而解决阳性样本被淹没的问题。分类错

误的训练样本有较大的概率是阳性样本，申请人创造性地学习网络分类错误与分类正确的

训练样本的比例范围设置在1:8~1:14，所形成的混合训练集一方面满足了分类学习网络重

点学习分类错误的数据的需要，同时还能够将混合训练集合中的阳性样本与阴性样本的比

例调整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从而既能避免分类学习模型习得过多的阳性特征，又能解决

阴性过多将阳性样本淹没的问题。同时通过该比例设置还能够有足够的裕量来满足训练样

本的标识类别的期望分布。也即本公开的方法能够通过设置混合训练集中分类错误的样本

和分类正确的样本的比例，有效解决混合训练集中阴阳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又能将混合

训练集中的阴阳比例调整到非常适合来训练分类学习网络的分布范围内，一举多得。并且

在经过在后的阶段的训练之后，即使不添加新的训练集，或者初始的第一训练集本身已经

是阴阳比例极度失调了，通过本公开的分类学习方法也能使得训练所获得的分类学习模型

满足医生的实际要求。并且设置第一预定比例范围在实际的模型训练过程中容易实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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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高效。例如申请人通过设置1:2的比例来进行了验证，该种比例情况下，召回率很高，而且

分类学习网络习得较多阳性特征，从而分类学习模型容易将阴性病理图像识别为阳性。申

请人还通过设置1:20的比例来进行了验证，该种比例情况下，分类学习网络习得较多阴性

特征，从而分类学习模型容易将阳性病理图像识别为阴性。本示例通过设置分类错误与分

类正确的训练样本的比例范围，能够允许分类学习模型错检而不允许分类学习模型漏检，

提高模型的学习效率。

[0029] 获得混合训练集的方式有很多，在此不做一一限定。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基于第

一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的数量和所述预定比例范围，从第一阶段的训

练所得到的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中随机地选择对应数量的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并将第一

阶段的训练所得到的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所选择的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混合。在步骤

S101中获取了包括病理图像的多个第一训练样本的第一训练集，然后对分类学习网络进行

了训练。例如第一训练集包括1000个样本，而分类学习网络识别错误了15个样本。则在混合

训练集中首先会将该15个分类错误的样本加入，对于其他分类正确的样本，按照例如1:10

的比例，选择150个分类正确的样本，由此得到一个包括165个样本的混合训练集。该混合训

练集中，15个分类错误的样本大概率为第一训练集中样本数稀缺类型的样本。例如第一训

练集的1000个样本包括900个阴性和100个阳性。在第一阶段的学习中，100个阳性样本是容

易训练出错的，因此所选择的15个分类错误的样本大概率为阳性样本，而所选取的。通过这

种分类错误和分类正确的样本的混合，达到了调节混合训练集中的阴阳比例的效果，也即

同时实现了混合训练集中的训练样本的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分布。而由于混合训练集

中包括有前一阶段的训练过程中分类正确的样本，从而分类学习网络不会忘记在前一阶段

所习得的特征，同时能够着重学习前一阶段分类错误的样本，使得分类学习网络快速收敛。

[0030] 如前述实施方式例如肿瘤医院，在某段时间内，检出的阳性样本会偏多。还有诸如

在精分类阶段，需要从低级别阳性细胞中分类出高级别阳性细胞。利用本公开的分类学习

方法也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病理图像的对应的类别标识为多级别阳性

分类标识的情况下，所述第一类别为高级别阳性细胞图像，所述第二类别为意义不明确的

非鳞状上皮细胞图像(ascus)和低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中的至少一种。在多级别阳性分类标

识的情况下，第一阶段的第一训练集中，ascus和/或低级别阳性细胞图像的数量会偏多，因

此可以根据实际的数量分部来设置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的标识。通过实际的数量分部来设

置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的标识能够使得所获得的混合训练集中标识类别的分布满足期望

分布，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通过本公开的分类学习方法均能够实现快速收敛，并且操作简单

易行。

[0031] 作为另外一种二分类的示例，例如在病理图像的对应的类别标识为多分类标识的

情况下，所述第一类别为高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不明确的非鳞状上皮细胞图像(ascus)和低

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第二类别为阴性细胞图像，或者所述第二类别为阴

性细胞图像以及阳性细胞中除了所述第一类别以外的其他类别。也即在多分类标识的情况

下，期望训练的输出为二分类，这种情况下，可以统一将高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不明确的非

鳞状上皮细胞图像(ascus)和低级别阳性细胞图像中的一种或多种，均标识为第一类别。例

如应用于粗分类过程中，高级别阳性、ascus和低级别阳性均可以被识别为阳性，将剩余的

图像分类为阴性即可实现细胞图像的二分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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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公开的实施例所采用的分类学习网络可以利用神经网络来实现，具体的分类学

习网络可以包括Resnet。例如可以使用Resnet来进行多分类或者二分类，可以根据实际期

望的分类类别的数量来使用Resnet。在一些实施例中，在病理图像的对应的类别标识为二

元的阴阳分类标识的情况下，所述第一类别为阳性细胞图像而所述第二类别为阴性细胞图

像。可以通过Resnet来对第一训练集中的病理图像的训练样本来进行阴阳分类。也即第一

训练集中的病理图像的训练样本所设置的标识只包含阴性标识和阳性标识这两类，阴性标

识则可以对应于阴性细胞图像(阴性训练样本)，阳性标识可以对应于阳性细胞图像(阳性

训练样本)，通过训练Resnet来实现二元分类。

[0033] 图4示出了Resnet  400的一种示例性的结构，Resnet  400包括编码模块402和解码

模块403，编码模块402可以包括多层采样结构，从而对输入的病理图像进行多维度的采样。

编码模块402可以在分阶段训练的过程中，对训练集401的病理图像进行多次采样，例如依

序进行多次的下采样，然后通过解码模块403来输出分类的结果。例如编码模块402可以包

括卷积层，来实现对图像特征的采样，如图4中，编码模块402编码的不同的阶段能够获得不

同的图像特征，将编码最后一个阶段的特征(高层的语义特征)输出给解码模块403，通过解

码模块403即可得到学习网络的分类结果。对比学习网络对训练样本的分类结果与样本的

二元分类标识，可以确定对某一个样本是否分类正确了，由此可以确定出分类正确的样本

和分类错误的样本。比如在期望输出为二分类的分类学习网络，其对于训练集401中的病理

图像的分类输出可以是阴性或者阳性。根据分类学习网络输出的阴性阳性分类以及病理图

像的第一类别标识、第二类别标识，由此可以确定出训练集中的哪些病理图像是被分类正

确了，哪些病理图像是被分类错误了。例如可以将阳性标识的训练样本分类为了阴性，则可

以认为学习网络对该训练样本是分类错误了，从而可以确定分类错误的样本，类似的也可

以确定阴性标识的训练样本中分类错误样本以及分类正确的样本。基于前述的混合训练集

的构建方法，将分类错误的样本与分类正确的样本进行混合，从而加快学习分析网络在训

练过程中的收敛速度。

[0034] 本公开的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来进行。不同的阶段可以

按照用户期望的方式来进行训练，从而加快学习分析网络的收敛速度。在一实施方式中，所

述第一阶段和所述第二阶段为相邻的两个批次的训练阶段。例如图4中，输入1可以包括多

个训练集401，按照顺序，在先的训练集作为输入对Resnet  400进行训练，然后可以将之前

分类错误的样本和分类正确的样本进行混合，构建混合训练集作为输入2。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为了取得足够多的分类错误的样本，还可以采用例如以11:1的配比方式从训练过程中

的每隔20个训练批次中提取分类正确和分类错误的样本，构建混合训练集。然后将该混合

训练集混入下一批次的训练中。本公开实施例分类正确数据的添加能够保证模型训练过程

中的稳定性，而对分类错误数据的在学习能够直观提升模型在较难分类数据上的判别能

力。

[0035] 本公开的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引入第一阶段的训练正

确和训练错误的数据，并且能够让分类学习网络重点学习在第一阶段学习错误的数据。并

本公开的分类学习方法将分类错误的训练样本与分类正确的训练样本按照第一预定比例

范围混合，能够有效解决混合训练集中阴阳比例失调的问题，并且能够将混合训练集中的

样本调整到期望的分布范围内，从而有效加快分类学习网络的收敛速度。通过混合训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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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定能够有效提高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效率。

[0036] 如图5所示，本公开实施例还提出一种病理图像的分类系统500，包括接口505，其

配置为接收待分类的病理图像。接口505可以是硬件接口，例如网络接口，USB数据接口等，

也可以是软件的程序接口API，也可以是软件与硬件的结合，接口505可以用于接入外接设

备，或者进行数据通信等，在此不做具体限定。本示例的分类系统500还可以包括处理器

501，其配置为：基于所接收的病理图像，利用训练好的分类学习网络，确定所述病理图像的

分类结果，其中，所述分类学习网络利用根据本公开各实施例的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

来训练。的处理器501可以是包括一个以上通用处理设备的处理设备，诸如微处理器、中央

处理单元（CPU）、图形处理单元（GPU）等。更具体地，该处理器可以是复杂指令集计算（CISC）

微处理器、精简指令集计算（RISC）微处理器、超长指令字（VLIW）微处理器、运行其他指令集

的处理器或运行指令集的组合的处理器。该处理器还可以是一个以上专用处理设备，诸如

专用集成电路（ASIC）、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片上系统（SoC）

等。独立地或附加地，本公开实施例的分类系统还可以包括，通信总线，存储器502，处理器

501以及存储器502均连接在通信总线上，还可以包括输入/输出设备503，输入/输出设备

503也连接在通信总线上，输入/输出设备503可以用于处理器501获取外部输入的例如训练

集或者初始训练参数等。存储器502可以用于存储分类学习网络的程序，用于处理器501调

用和训练。还可以连接显示单元504可以用于展示分类学习网络的训练输出或者训练过程。

[0037] 本公开实施例还提出一种其上存储有指令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中所述

指令在由处理器执行时执行根据本公开各实施例所述的病理图像的分类学习方法。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可以是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的介质，诸如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器

（RAM）、相变随机存取存储器（P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其他类型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闪存盘

或其他形式的闪存、缓存、寄存器、静态存储器、光盘只读存储器（CD‑ROM）、数字通用光盘

（DVD）或其他光学存储器、盒式磁带或其他磁存储设备，或被用于储存能够被计算机设备访

问的信息或指令的任何其他可能的非暂时性的介质等。

[0038] 此外，尽管已经在本文中描述了示例性实施例，其范围包括任何和所有基于本公

开的具有等同元件、修改、省略、组合（例如，各种实施例交叉的方案）、改编或改变的实施

例。权利要求书中的元件将被基于权利要求中采用的语言宽泛地解释，并不限于在本说明

书中或本申请的实施期间所描述的示例，其示例将被解释为非排他性的。因此，本说明书和

示例旨在仅被认为是示例，真正的范围和精神由以下权利要求以及其等同物的全部范围所

指示。

[0039] 以上描述旨在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例如，上述示例（或其一个或更多方

案）可以彼此组合使用。例如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上述描述时可以使用其它实施例。

另外，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各种特征可以被分组在一起以简单化本公开。这不应解释为

一种不要求保护的公开的特征对于任一权利要求是必要的意图。相反，本公开的主题可以

少于特定的公开的实施例的全部特征。从而，以下权利要求书作为示例或实施例在此并入

具体实施方式中，其中每个权利要求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实施例，并且考虑这些实施例可以

以各种组合或排列彼此组合。本发明的范围应参照所附权利要求以及这些权利要求赋权的

等同形式的全部范围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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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以上实施例仅为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不用于限制本发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由权利要求书限定。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本公开的实质和保护范围内，对本发明做出各

种修改或等同替换，这种修改或等同替换也应视为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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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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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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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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