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MEDiT Forum 2020－聿信醫療執行長許富舜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b6ObJ_6dcGY

§ 聿信醫療簡介

一. 許富舜執行長

(一)臺灣大學生醫電子所畢業。

(二)曾任臺大加護病房醫師。

二. 為何出來做新創？

(一)因為待在醫界不會有創新，出來才能帶來新的創新。

(二)台灣的電機資訊具有世界級競爭力，而醫學也長期盤據台灣榜首，此兩產業

結合對台灣產業是否能帶來新的契機呢？

(三)一間每年都在虧損 10%的公司能創新嗎？現在的醫院就是如此，因此請多支

持健保漲價，因為市場的天花板會阻礙進步。

三. 目標：Saving Lives Through Innovation

(一)首重 Saving lives：透過科技拯救生命。

(二)在美國，醫學中心一人可能只需照顧三個病患，但台灣的醫學中心一人需照

顧二十個病患，因此我們更需要利用科技幫助醫療工作者拯救生命。

(三)聿信專注在呼吸聲音的監視科技上。

§ 監測呼吸音的重要性

一. 傳統聽診器的限制

(一)已無創新：

聽診器自 1816 年發明至今已有 200 年之久，而最早的聽診器僅由一隻木筒構

成。然而僅有前 50 年充滿創新，後面 150 年都沒什麼進步！

(二)受時間、空間所限制：

現今的醫療設備的進步，帶來了智慧手錶、智慧病床等，然而似乎還不及聽

診器：現今使用的聽診器與一百年前並無二致，需要醫療工作者撥出時間貼

近病患才能診察，讓其被時間、空間所限制。

(三)無法客觀呈現：

現今醫療首重數據化、量化，所有的 vital sign、lab data 都應該要能轉化為數

據呈現，然而呼吸音卻仍停留在主觀判斷的水準：wheezing、crackling 等和

治療息息相關，卻不是每個人都能正確判斷！

二. 病情監測

(一)舉凡下呼吸道感染、心衰竭、肺水腫、氣喘、慢性肺氣腫等，早期的病徵變

化都透過呼吸音、肺音來呈現──尤其 9%的世界人口有氣喘與慢性肺氣腫；

而插管時也需要以呼吸音判斷情勢。

(二)現今 COVID-19 疫情正鉅。依照統計顯示，早期 COVID-19 症狀中，發燒僅

占 49%，但 Lancet 刊登的研究卻發現異常呼吸聲高達 78%！面對疑似

COVID-19 的病患，醫療工作者須穿著隔離衣工作，然而如此一來該怎麼進

行聽診，進行早期診斷？

https://youtu.be/b6ObJ_6dcGY


三. 聿信專注於呼吸音的監視科技

(一)現今科技進步，無論電腦的運算能力、麥克風的收音處理等，都早已非同日

可語。因此聿信認為現在是利用先進科技處理呼吸音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的最好時機。

(二)聿信以科技克服物理限制

1. 拾音器的進步

(1) 一般呼吸音約為 20dB──而演講教室的演講音即有 80－100dB！

(2) 傳統聽診器利用金屬罩作為拾音器隔離外界，透過軟管放大音訊，再

利用軟墊放入人耳上，隔離外界雜音才使人聽得清楚。

(3) 我們的電子拾音器捨棄傳統聽診器的金屬罩，大幅降低重量至 20g 以

下，以便於黏上病患身體，達成「黏得上去、聽得清楚、可以辨識」

的目標。

2. 演算法的進步

(1) 在收集 8－24 小時的連續原始呼吸音後，透過 AI輔助，將有問題的

部分辨識出來。

(2) 由於辨識的演算法是固定的，因此可以給予客觀的判斷，避免醫療人

員們的主觀偏誤。

(3) 演算法更能「更版」，不斷更新，使判斷正確度愈加提升。



§ 呼吸音的臨床應用

一. Sedation monitoring

(一)不插管麻醉常見於無痛胃鏡、無痛大腸鏡、舒眠植牙、整形手術等。如此減

少恢復時間，讓病患可以在手術當日回家，醫療院所也不須隔夜留置觀察。

這樣的處置都會需要 sedation monitoring。

(二)生理基礎

1. 腦幹反射會在血中 CO2濃度過高時即會觸發，因此呼吸中止症的病患在

數十秒不呼吸後就會被喚醒。

2. 然而不插管麻醉時，在人為給予藥物抑制反射的情況下，就有可能因此

致死。最有名的案例莫過於 Michael Jackson 施打 propofol 後死亡。

(三)不插管麻醉的市場正在增加當中：

台灣一年約有 400 萬次；美國一年約有 1 億次。

二. Heart and lung condition monitoring

(一)於 Lung edema、COPD、肺炎、心肺衰竭等情景下皆需要監控。

(二)美國一年在 COPD 的醫療花費約 785 億美元；在心血管疾病花費約 1134 億美

元。

三. Remote monitoring

(一)不論住院病患、急診留觀、加護病房等，都是可能應用到遠端監控的環境。

(二)尤其在現今 COVID-19 的疫情下，遠端監控更顯重要。

四. Home care for respiratory disease

(一)不論氣喘、COPD、睡眠呼吸中止症等常見的慢性病，抑或是肺炎、心臟衰

竭等更嚴重的疾病，都會需要持續追蹤。

1. 根據報載，鄧麗君氣喘發作後，吸入氣管擴張劑卻無法判斷是否緩解就

逕自入睡，才導致憾事發生。若當時有一個 monitor 可以直接告訴鄧麗君

氣喘發作、改善的情形，是否能夠改變歷史？

2. 天氣狀況不穩，醫師對氣喘、COPD 等病患都指示「覺得胸悶時多吸兩

口藥物。如果沒有改善就換另一款藥物」；然而病患不具有醫療專業，

如何判斷怎麼樣算發作，怎麼樣算改善？

3. 此時有工具能偵測 wheezing，及時給予病患回饋的話，就能改善病患的

病情，而這樣簡單的事應該要能在居家做到。

(二)美國一年花費 560 億美元在感染症治療上；花費 305 億美元在肺炎治療上。



§ 聿信如何打造呼吸音 AI？

一. AI 模型流程：由小至大

(一)Segment level

1. 將呼吸音資料經過 pre-process、normalize，切割為 segment。

2. 判斷 segment 為正常、異常。

(二)Event level

1. 將 segment 組合起來，讓異常的呼吸音紀錄為 event。

2. 判斷其 event 為 rales、rhonchi、wheezing、crackle 等。

(三)Recording level：最後判斷整段錄音為有呼吸音、沒有呼吸音等。

二. 模型訓練

(一)收集訓練資料

1. 在訓練時，一般都需要至少數萬、數十萬筆的數據作為訓練集，再少則

無法有效外推訓練集外的數據。

2. 模型訓練的原始數據尤其難以收集。例如為了訓練判讀心律不整的模

型，振興醫院即發放過 1000 隻手環進行監測，結果僅回收了 40 個事

件，更只有 20 個能用以訓練模型。

(二)長時間連續資料的重要性

1. 例如日常生活中，可見 SAE 自動化等級 Level 4 的自駕車。

2. 其自駕車若在轉彎時才開始注意行人，則撞上機率相對提升，因此實際

上自駕車在直行時即會注意到右側有人，並註冊為 event，才能在右轉時

成功閃避行人。

3. 因此聿信在訓練模型時使用的是 15 分鐘長的原始連續資料。

(三)聿信怎麼收集訓練資料？

1. 聿信在一年半前即開始與 3M 合作，透過產學合作、共同開發等，在病患

知情同意的情況下，自醫院端收集大量訓練資料，從零開始訓練模型。

2. 病患也樂於讓醫生有更多的診斷機會，因此參與率高。聿信以此在短短

五個月內就建立了 5000 人次的數據。

3. 聿信為了收集數據，在訓練 AI前即先開發「黏得上去、聽得清楚、可以

辨識」的拾音器裝置，透過 6 至 8 通道收集聲音，並取得生物相容性許

可，為合法的試驗用醫療器材。



三. 眉角

(一)為何利用 AI？

1. 傳統利用 vibration 等非 AI的方式進行監視，其訊噪比較差，反應較慢；

CO2的 waveform 則會受限於嘴巴張開氣流活動、O2給予的限制等。

2. 且像血糖變化、血壓變化、呼吸音等都是連續性的資料。儘管意義可能

相同（哮喘），原始資料卻每筆資料都不同，若不利用 AI則無法判斷。

(二)模型精細度

1. 我們僅對聲音進行分類，不細分 low-pitch、high-pitch、dry crackling 等。

2. 原因是這些指標並沒有客觀標準，因此不訓練 AI對其進行判讀。

(三)AI會透過不同機制判斷異常機率：例如 wheezing 聲過短者會認為是背景雜訊

而摒棄。

(四)我們並透過醫學專業修正模型的決策樹，進一步提升模型正確率。

§ 連續偵測的應用與價值

一. 儀器優勢

(一)目前我們的儀器已經能將聲音播出來，並視覺化呈現來讓醫師判讀。之後還

會配合 AI輔助標記吸氣時段，即時呈現呼吸速率，並告知呼吸音是否異常

等。

(二)全世界的麻醉科都做過類似的 study，透過醫師持續監測的情況下能提早一分

鐘發現 90%以上的呼吸異常，我們透過 AI判讀的結果相仿。

二. 案例一：武漢 COVID-19 病患

(一)此為 2020 年 3 月，在武漢的 COVID-19 病患插著呼吸管時的實際操作情形。

(二)穿著隔離衣時無法進行聽診，因此病患黏貼了我們 4-lead 的呼吸監視儀，將

肺部分成右上、右下、左上、左下等，同時觀察四個象限的呼吸音。

(三)此時尚未利用 AI配合判讀，僅達成將呼吸音數據化、視覺呈現。但這樣的結

果已經可以協助醫師在辦公室遠端監視病患呼吸，並配合聯網呼吸器，從遠

端遙控呼吸器。



三. 案例二：即將脫離呼吸器的病患

(一)此為另一復原中即將脫離呼吸器的病患，我們以 15 秒作為一個段落。

(二)第一欄中可發現病患呼吸速率約為 20。在調整呼吸器後呼吸速率的變化率增

加，可觀察到要訓練病患自主呼吸的嘗試。

(三)第二欄我們進行哮喘偵測。我們發現病患每次發作都是 30 分鐘長的 cluster，

且在脫離呼吸器後發作更嚴重，並伴隨有大發作的現象。如此可知病患尚未

準備好脫離呼吸器，並依此調整藥物，避免拔管失敗。

四. 案例三：心肺手術病患

(一)在心肺手術時肺部會塌陷，僅以少量的呼吸維持。

(二)此處我們透過儀器監測呼吸音，可見病患右側呼吸音衰弱，左側呼吸音較為

正常。

(三)若左側呼吸音也衰弱，代表左肺也塌陷，則病患可能陷入低血氧情形。

(四)以往這種手術中僅由麻醉科醫師將聽診器貼在病患身上聽診，但現今已可透

過視覺呈現，未來更可透過正在開發的 AI協助醫師監測。

五. 案例四：無法建立呼吸道的麻醉病患

(一)此例中，麻醉病患無法有效建立呼吸道，因而產生 wheezing 聲。

(二)此聲音無法由旁邊的醫療人員聽到，僅能透過聽診發現。

(三)而透過此裝置監測的情況下，醫療人員及時發現，放入通氣管避免低血氧發

生。



§ 聿信呼吸音監測儀的未來市場

一. 手術層面

(一)監控麻醉深度

1. 根據美國麻醉醫學會 ASA 的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Moderate Procedural 

Sedation and Analgesia 2018 指引，對非插管麻醉病患而言，必須持續監

控呼吸音和／或潮氣末二氧化碳濃度（ETCO2）。

2. 過去醫師會直接將聽診器貼在病患身上聽診監控。然而現在醫師更為忙

碌，已經實際上早就沒有人如此進行，可見手術其實時時都處在危險之

中。

3. 台灣每年因麻醉而喪生的人數約有 100 人。在整型診所發生此類問題

時，經常不是藥物過敏、肺栓塞等導致，而是因為在不插管的情況下沒

辦法監測呼吸狀況，因此無法及時發現麻醉深度過深。

(二)應用

1. 心肺手術

2. ICU 呼吸器拔管時

3. COVID-19 遠距醫療

4. 無痛胃鏡

5. 無痛大腸鏡

二. 法規層面

(一)特管辦法

1. 最近我國修訂特管辦法（〈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

管理辦法〉），明訂對於特定美容醫學手術，需要受過麻醉訓練的醫師

或麻醉專科醫師在場監控。

2. 因應醫療法修訂，如聿信呼吸音監測儀等監測器材將變為必須。

(二)FDA許可

目前前端硬體已經獲得 TFDA許可，在量產後會繼續向 FDA申請許可。

§ 結語：以台灣麻醉醫學會前理事長范守仁教授拍的推薦影片作結

一.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_opE5pZRlK0

二. 麻醉深度過深，會導致呼吸道無法有效建立，血氧濃度下降，造成呼吸道窘迫。

三. 聿信 AirMod 自動肺音監測系統提供全程即時監視，搭配麻醉醫師判斷，能大幅

降低意外風險。

四. 將聽診貼片貼上病患脖子，接上主機，即可透過耳機提供聽診，也能結合 AI連

續呼吸監測系統，達成以下功能：

(一)即時播放呼吸音；

(二)視覺化聲音頻譜；

(三)計算呼吸率；

(四)辨識異音；

(五)抗噪；

(六)警示等。

https://youtu.be/_opE5pZRl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