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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见康华美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元影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会人工智能分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天津医

科大学肿瘤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龙岗分院、天津大学、河北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朝阳

市中心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江苏省中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凯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凯泰利生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宁波江丰生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苏州优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豫、纪春岩、吴德沛、汝昆、蔺亚妮、聂秀、张纯、朱明华、卢朝辉、何妙

侠、陈苏宁、侯英勇、丁伟、翟琼莉、敖启林、田素芳、李昱、张继红、冯茹、王欣、贺鹏程、戚基萍、

刘树业、周亚莉、张声、江倩、石红霞、曹鹤、高海燕、彭树松、魏万旭、刘恩彬、黄先琪、甄浩、颜

子夜、秦文健、万亮、史敏、郑沁、王一、李建兰、王伟、王晓红、白洁、倪海雯、楼世峰、靖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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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病理辅助诊断数据集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病理辅助诊断数据集设计标准、样本采集和处理标准、数据

采集标准、数据预处理标准及数据集管理维护标准；适用于算法模型训练、模型验证、性能独立测试、

临床评价、产品质控等环节的研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YY/T 0316-20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 data

信息的可再解释的形式化表示，以适用于通信、解释或处理。

3.2

数据集 data set

数据记录汇聚的数据形式。

3.3

训练集 training set

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算法的数据集。

3.4

调优集 tuning set

又称为验证集（validation set），用于调优人工智能算法的数据集。

3.5

测试集 testing set

用于测试人工智能算法性能的数据集。

3.6

数据集质量 dataset quality

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数据集的特性满足明确的和隐含的要求的程度。

3.7

增生程度 cellularity

造血细胞面积占造血细胞与脂肪细胞面积之和的百分比。

4 标准定位和框架

4.1 病种和临床流程映射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临床流程映射表

病种
临床过程

病源 预防 诊断 治疗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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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
√

注：本文件主要关注慢性髓性白血病（CML）在形态学诊断过程的数据标准，其它临床过程环节或疾病分型的数据标准

另行制定。

4.2 应用场景和模态映射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应用场景映射表

场景
主要模态

电子病历 形态学数字图像 流式细胞学 染色体检查 基因检测

疾病诊断 √ √

临床决策

预后评估

疗效评估

注：本文件主要关注CML诊断时电子病历和形态学图像模态，其它模态和场景的数据标准另行制定。

4.3 标准体系框架，如表 3 所示。

表 3 标准体系框架

标准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样本采集和处理标准

样本采集

采集方式

采集人员要求

采集要求

样本处理 处理流程

样本质量评价

蜡块质量

切片质量

染色质量

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标准

设备要求

采集内容要求
图像采集

电子病历采集

图像采集要求

采集人员要求 采集人员选拔

采集人员培训

采集流程要求

数据脱敏标准

数据脱敏类型

脱敏内容

脱敏方法

数据可追溯性

数据预处理标准

5 数据集设计标准

5.1 数据集的定位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病理辅助诊断数据集的构建，主要用于算法模型训练、模型验证、性能独

立测试、临床评价、产品质控等环节，均属于封闭数据集；其中训练集、调优集为自用数据集，测试集

属于他用数据集。训练集、调优集、测试集属于动态数据集，每年保持5%的数据退化和更新。退化的数

据将构成开放数据集。

5.2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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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机构要求

至少收集3家符合本标准文件全部要求的医疗机构或图像采集中心的经高清扫描仪处理的骨髓活检

切片图像；为保证数据集的封闭属性，数据来源不能为公开渠道（如互联网公开数据）。

5.2.2 属性要求

收集资料的原则应该遵循多层级、多地域、多设备来源，使收集的临床资料尽可能代表真实世界中

临床数据资料的质量和多元化的分布状态。

5.2.3 伦理要求

获取数据集数据须经过相关单位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或由牵头医疗机构进行伦理批准。

5.3 训练集

训练集应当保证样本分布的均衡性。来自1个病人的多张扫描生成文件，其数量统计为1例数据。

5.3.1 数据构成（按疾病划分）

CML患者典型与非典型骨髓象比例大约为9:1。建议按此比例构建数据集：

a) CML 患者典型表现骨髓活检 45%；

b) CML 患者非典型表现骨髓活检 5%；

c) 正常骨髓象对照人群 50%。

5.3.2 数据构成（按区域划分）

至少来自3个不同的医疗机构或图像采集中心，每个机构每类图像不少于10%。建议选择5年内制备

的切片。

5.3.3 数据构成（按设备划分）

不指定或捆绑高清扫描仪品牌和型号，至少3种不同品牌的扫描仪，每种扫描仪生成的每类图像不

少于10例。

5.3.4 数据构成（按混淆因素划分）

数据构成参考CML的流行病学分布。中国CML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中位发病年龄为45-50岁。故

数据集样本分布的中位数也应为45-50岁。

5.4 调优集

《深度学习辅助决策医疗器械软件审评要点》要求，调优集应当保证样本分布符合临床实际情况，

且与训练集无交集。来自1个病人的多张扫描生成文件，其数量统计为1例数据。

5.4.1 数据构成（按疾病划分）

CML患者典型与非典型骨髓象比例大约为9：1。样本数量和比例由算法决定，可按此比例构建数据

集：

a) CML 患者典型表现骨髓活检 45%；

b) CML 患者非典型表现骨髓活检 5%；

c) 正常骨髓象对照人群 50%。

5.4.2 数据构成（其它要求）

数据构成的区域、设备、混淆因素要求同训练集。实际操作中，先按训练集要求构建整体数据集，

再按照比例对训练集和调优集、测试集进行拆分。

5.5 测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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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辅助决策医疗器械软件审评要点》要求，测试集应当保证样本分布符合临床实际情况，

且与训练集和调优集两两互无交集。来自1个病人的多张扫描生成文件，其数量统计为1例数据。

5.5.1 数据构成（按疾病划分）

CML患者典型与非典型骨髓象比例大约为9：1。建议按此比例构建数据集：

a) CML 患者典型表现骨髓活检 45%；

b) CML 患者非典型表现骨髓活检 5%；

c) 正常骨髓象对照人群 50%。

5.5.2 数据构成（其它要求）

数据构成的区域、设备、混淆因素要求同训练集。实际操作中，先按训练集要求构建整体数据集，

再按照比例对训练集和调优集、测试集进行拆分。

5.6 阳性判断

骨髓增生极度活跃，原始细胞＜10%，粒红比明显增高可达10～50:1；粒系明显增多，以中性中幼

粒及以下阶段细胞为主，粒细胞形态无明显异常；嗜酸粒细胞增多；巨核细胞增多，多为胞体小的“侏

儒”巨核细胞。

5.7 数据存储

经高清扫描仪处理生成的血液病理数字图像是对受检者真实诊疗活动的记录和生理状态的真实反

映，数据存储的安全和标准对于受检者病情的诊断、随访均具有重要意义。图像的存储需要满足数据安

全和高效管理的要求，且方便接入医院信息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AI辅助诊断系统。

具体要求:

a) 受检者信息应能与图像对应；

b) 各数据集均须备份数据，在存储容量达到一定阈值时示警，以便系统管理员进行存储更新；

c) 如与医院信息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对接，需要满足相关医疗协议和规范。

5.8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受检者的个人信息涉及隐私，具有特殊敏感性。在传输、使用数据时，必须确保医疗数据的安全性，

保障数据不泄露和被恶意篡改，确保数据使用能够得到审计，保证数据访问有权限控制。参照我国医疗

数据信息安全相关法律及规范文件要求，应做到：

a) 数据使用须进行权限管理，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使用账户和密码进行身份验证，不同人员具备

不同级别的权限，以实现相匹配的目的和浏览、修改、审核、打印等不同的功能模块组合；

b) 数据使用需要保留日志，日志管理有授权机制，且日志需要备份；

c) 数据传输需要加密，保证数据不被非法旁路获取；

d) 数据存储需要加密并防篡改存储；

e) 具备数据脱敏机制，数据传输给应用前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脱敏，如姓名、手机号、身份证

号、工作单位、家庭成员、联系人、收入、邮箱、生物信息等任何指向个人身份识别的信息；

f) 科研单位和安装使用的医疗机构须有数据安全责任人，并制定数据安全的应急机制。

6 样本采集和处理标准

6.1 样本采集标准

6.1.1 采集方式

用骨髓活检穿刺针，采用骨髓穿刺术采集骨髓样本。

6.1.2 采集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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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人员的资质建议为医院血液科从事骨髓采集工作1年以上者。

6.1.3 采集要求

要求采集物为长度≥1.0㎝的圆柱形骨髓样品，取出的骨髓样本保持完整的骨髓组织结构。

6.2 样本处理标准

6.2.1 样本处理流程

固定—蜡块制备—切片—脱钙-染色。

注：各医院参考《ISCH guideline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one marrow specimens and reports》

《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病理学分册）》，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制定操作技术规范。以下操作要点可供参

考：

6.2.1.1 固定

穿刺后的骨髓样品放入10%的中性福尔马林（4%的中性甲醛）固定液。

10%中性福尔马林：900毫升蒸馏水+6.5克无水碳酸氢二钠+4.0克磷酸二氢钠+100毫升40%甲醛原液

（福尔马林）。

6.2.1.2 固定时间

固定时间≥固定剂渗透组织的距离的平方。

骨髓活检标本：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至少6小时，尽量不超过24小时。

6.2.1.3 样本染色

采用HE染色法，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制定操作规范，可参考：

a) 染核：苏木素染液染色 2～3min，自来水洗涤；

b) 分色：镜下观察，若细胞核染色过深，用 1%盐酸酒精溶液分色数秒，自来水洗涤；

c) 染胞质：浸入伊红染液染色 1min，自来水洗涤；

d) 封片：中性树胶封片。

6.3 样本质量评价

样本质量评价见表4。

表 4 样本质量评价

样本质量评价

蜡块质量评价

组织块脱水透明好，无回缩

蜡块与其中组织大小适度；切面面积占组织面积≥90%

蜡块数量与取材描述相符

标签整齐牢固，编号字迹清楚

切片质量评价

切片完整，标签端正贴牢，编号清晰，编号与蜡块编号一致

切面整洁，无污染，无气泡

切片薄(3～4μm)，厚薄均匀，透明度好

切片无刀痕、裂隙、颤痕

切片平坦，无皱褶、折叠

切片无松散，裱贴位置适当

染色质量评价
细胞核与细胞浆染色对比清晰；胞浆颗粒明显

细胞染色具有层次感，能体现不同阶段骨髓造血细胞、非造血细胞发育阶段的特点

7 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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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设备要求

输出的安全数据包括全部扫描信息：标签信息、预览图、高清图。

扫描设备主要参数见表5。

表 5 扫描设备主要参数

性能 指标

光源 明场光源，具备高色彩还原度。

XY 载物台 带自动控制功能的 XY 电动载物台

物镜转换 物镜数量≥2，建议配备 10×或 20×、40×物镜。

物镜要求

（N.A.值）

10× N.A.≥0.4

20× N.A.≥0.8

40× N.A.≥0.9

扫描模式 单层对焦/智能对焦，可识别和跳过无样本的区域

图片像素 建议≥100 万像素，具有数字放大功能；显示器上可缩放图像。

注：N.A.值：数值孔径是判断物镜性能的重要因素，它与分辨率成正比。

7.2 采集内容要求

7.2.1 图像采集

采用高清扫描仪采集骨髓活检切片图像。

采集方式：扫描角度应垂直于扫描部位，扫描取景框应包含完整的扫描部位。

7.2.2 电子病历采集

确保信息录入准确性。

患者基本信息：姓名、ID、性别、年龄、所在医院、检查日期、样本编号。

电子病历项目见表6。

表 6 电子病历项目

项目名称 采集说明 参数值

现病史
血细胞计数有无异常（血

常规+白细胞分类）

白细胞增高，通常为 12～1000×10
9
/L，中位数 100×10

9
/L，

少数病例也可＜10×10
9
/L；嗜酸性粒细胞及嗜碱性粒细胞增

多；单核细胞＜10%；原始细胞通常＜2%（加速期 10～19%；

急变期≥20%）。

既往史

发病前有无服用药物 有/无；如有则填写药物名称、口服时间、剂量。

有无在二级以上医院血液

科明确诊断为白血病
有/无；如有则病史多少年，是否合并其他疾病。

7.3 图像采集要求

7.3.1 采集人员要求

7.3.1.1 选拔

图像采集人员的资质要求具有细胞形态学相关工作基础。

7.3.1.2 培训

根据数据采集要求对参与数据采集的人员进行培训，熟悉CML诊断相关技术要点，能根据骨髓活检

切片的不同，调整合适的参数进行扫描，以获得质量最佳的数据。

7.3.1.3 扫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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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诊断医生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为原则，保证扫描范围满足诊断需要，即骨髓完整组织。

7.4 数据脱敏标准

7.4.1 类型

数据集使用的数据必须是获得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或者豁免的临床脱敏数据，患者的隐私保护应当

至少满足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等文件的要求,如考虑数据集未来的国际开放，还应参考例如美

国HIPPA法案、欧洲GDPR等的规定。为保证患者隐私安全和患者利益，数据应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脱敏处理。

7.4.2 内容

扫描人员使用高清扫片仪采集图像时、工作人员在录入电子病历时会一并采集到病人信息，在样本

进入数据集时，需要被脱敏信息有：患者基本信息（姓名、ID）。患者年龄、性别、检查日期、所在医

院、病史不需要脱敏。保留患者样本编号仅用作区分患者使用。

7.4.3 方法

可设计合法稳定的工具读取关联文件内所携带的病人信息，参照拟遵循的要求，判定敏感字段信息，

确定后利用程序自动将需要脱敏的信息进行清洗。也可采用人工删除敏感信息的方式进行脱敏处理。

7.4.4 可追溯性

为满足数据后期与其他临床资料对照及后续跟进研究的需要，保证病例可追溯，故在数据脱敏之前

对所提取的患者信息进行加密备份，用于后续追溯使用。

7.5 数据预处理标准

7.5.1 数据审核

对原始数据的审核包括准确性审核、适用性审核、及时性审核和一致性审核。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

错误应尽可能予以纠正，对无法纠正的错误的数据采取退回或去除操作。

7.5.2 数据拼接

将文本数据与图像数据拼接、压缩后形成统一文件。

7.5.3 数据切割

根据后续识别算法处理要求，可对图像进行相应的切割和索引处理。

8 数据集管理维护标准

8.1 数据集文档管理

8.1.1 数据集描述文档

数据集描述文档主要包括数据集整体描述、数据采集信息、数据预处理、数据存储信息、数据集用

户访问、数据集变更等相关信息。

8.1.2 标识和标示文档

数据集标识和标示文档主要包括标识信息、数据集制作者信息、文件名与编码信息、数据集制造者

资质信息等。

8.2 数据集质量管理

数据集质量要求一方面包括数据本身的质量特性，另一方面包括对数据集整体满足用户需求的程度，

与数据来源、数据集开发和管理过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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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2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中对数据集质量的评价要点，

数据集质量管理的测度包括：准确性、完备性、唯一性、一致性、确实性、时效性、可访问性、依从性、

保密性、效率、精度、可追溯性、可理解性、可用性、可移植性、可恢复性、代表性等。

8.3 数据集风险管理

根据数据集统计数据和《深度学习辅助决策医疗器械软件审评要点》、《ISCH guideline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one marrow specimens and reports》、《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病理学分册）》

等规范文件要求，参照YY/T 0316-2016《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开展数据集的风险分

析，至少应包括选择偏倚、覆盖偏倚、参考标准偏倚、验证偏倚、情景偏倚，形成研究资料。

8.4 数据集运维

8.4.1 数据集控制等级

参考《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 2 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数据集运维应遵从高等

级数据集的数据退役后可流入低等级数据集，不允许从低等级流入高等级。1级为最低级，5级为最高级。

如表7所示：

表 7 数据集控制等级

等级 预期用途 用户类型
访问管

理类型
管理要求 访问控制要求 存储要求 追溯要求

1
模型训练、模

型调优
自用 封闭

对采集、预处理、

标注、存储、更新

进行管理

由数据集制造者定义
网络存储、本地存

储

数据来源应溯源至采

集机构

2
模型训 练、

模型调优
他用

开放、封

闭

网络存储、本地

存储

3
产品日常质

控
自用 封闭 访问者需 要授权 专用介质存储

4
产品日常质

控
他用 封闭

5

性能独立测

试
自用、他用 封闭

除上述要求外，

数据来源应可溯

源

访问者需要获得授权;访

问活动应形成记录；必要

时进行数据审计

独立存储，物 理

隔离;必要时进行

加密

数据来源应溯源至采

集机构

临床评价 自用 封闭

除上述要求外，应

符合《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质量管理

规范》

独立存储，物理隔

离;必要 时进行

加密

数据来源应溯源至采

集机构，必要时可通

过采集机构进一步追

溯至受试者

8.4.2 数据集变更

数据集变更涉及新增数据和数据退役。数据集间以及内部子集间如果发生数据更新与交换，应从控

制等级高的集合向等级低的集合单向流动，例如数据可从封闭数据集进入开放数据集，反之应禁止。

8.4.3 数据集访问

根据训练集、调优集、测试集面向的不同服务对象和使用目的，分别设置相应的访问控制机制（包

括但不限于用户类型、权限分配、授权机制）、访问条件（访问数据集需要的资源、环境、方法、数据

接口、协议、工具）等。

8.4.4 数据集安全

数据集应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以满足8.2和8.3分别对于数据集质量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需求，以及

隐私保护要求。

为保证非公开数据集的保密性，应至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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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封闭管理的数据集具有物理隔离机制；

b) 数据集的远程传输采用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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