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PHAVET·AI co.,Ltd 

动物疾病诊断系统 
 

(口蹄疫. 禽流感. 非洲猪瘟 etc.) 



1. 公司信息 
2. 项目概要 
3. 公司沿革 
4. 组织图 
5. 知识产权 
6. 专利 

Ⅰ. 公司概要 



3 

1. 公司信息 

Ⅰ. 公司概要 

传感器技术及电子交易 H/W, S/W系统感知技术 国家间预防接种 

公司名称 (株) ALPHAVET·AI 

公司位置 
(总部 & 研究所) 

首尔市瑞草区孝令路55路27 #1203 

江原道原州市东津谷1路86 #102 

代表理事 李 东 焕  

成立日期 2018年8月 

联系方式 02-525-1981 / 010-6365-1572 

Homepage www.asackorea.com 

(株)ALPHAVET·AI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挑战新技术的开发，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创新。 
 
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家禽产业提供合适的新价值，正在努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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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要 

被口蹄疫(FMD), 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非洲猪瘟(ASF)等动物疾病感染的个体的声音，利用PFD(Peak Frequency Detection)系统和利用发热模式分析算
法比较，区别，判读的系统提供的服务方法及装置，针对各种动物群体的个体识别，判读，追踪的技术。 

技术部门1 技术部门2 

诊断 大数据 

为实现上述目的，用于确认及诊断野生家禽及家禽疾病感染
前或初期呼吸道疾病等的系统，通过集音装置（IMS）与有
线或无线连接到多通道音频分析装置（MCAAD）， 在这里，
集音装置通过多个微型手机收集鸡的声音,收集到的关于鸡
的声音信息通过中继器传送到MCAAD的技术。 
 
• 禽流感：感染前实时探测 
• 呼吸道疾病：感染前实时探测 
• 动物福利：感知压力 

为实现上述目的，利用牛，猪的细菌，病毒等引起的发热模
式分析算法，用于在疾病感染前或初期确认及诊断疾病感染
与否的系统，从红外线热像采集装置中提取数据分析疾病发
热模式的技术。    
 
• 口蹄疫（FMD），非洲猪瘟（ASF）相关热性传染病： 
至少在临床症状发生24~48小时前感染前实时探测 

Ⅰ. 公司概要 



3. 公司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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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017 

• CLA International    
 
• 2002年7月成立  
 
• 动物 Transponder & Reader 
  
• 动物福利讲座 
 
• 动物疾病诊断学课程 
 

2015 2016 ~ 2017 2018 

• 动物临床实验 
 

  - 狗声音 
  - 鸡声音 
  - 人声音（婴儿，幼儿） 
 
 研究开发 
  - PeTalk  
  - MamiTalk 
  - ChicTalk 

• 动物声音分析中心 
 
• 研究所 
  - ASAC 管理 
  - 动物声音临床实验 
  - 研究栖息在候鸟栖息地的鸟叫声 
 
 
 
 

• ALPHAVET·AI 
 
   - 2018年8月成立 
   - 2019年11月：有关禽流感政府指定评 
     估机构（株）WIPS制作专利技术价值 
     评估报告书 

MCAAD MamiTalk IMS 

Ⅰ. 公司概要 

D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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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图 

● ● ● ● 

Scheduled 

 staffing 

研究所（动物声音分析中心） 

系统开发 声音研究 H/W 开发 S/W 开发 

职员（预定） 管理 
R&D (分Skill) 

Leader Advanced Assistants Total 
Back Office Total 

人员 1 3 2 2 7 3 10 

代表理事 

• 手机应用 

• 峰值频率 

• 电子交易 

• IMS 

• MCAAD 

• SERVER 

• 动物声音模式研究 

• Deep Learning 

• 人工智能  

• 声音组件 

• 构建网页服务器 

• Embedded system   

Ⅰ. 公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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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819529 2017.11.21. 

Service provis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related to electronic 

harmonic algorithm capable of comparing, distinguishing, and 

identifying sounds of individuals infected with animal diseases, 

including avian influenza, by means of frequency peak detect 

technique 

2019.09.03 
US 10,403,305 

B2 
USA 

2 PCT/KR2018/008800 2018.08.02. 

Service provis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related to electronic 

harmonic algorithm capable of comparing, distinguishing, and 

identifying sounds of individuals infected with animal diseases, 

including avian influenza, by means of frequency peak detect 

technique 

 

On-going 

  

 

On-going 

  

  

PCT 

3 10-2017-0121555 2017.09.21. 

Service provision method and apparatus related to electronic 

harmonic algorithm capable of comparing, distinguishing, and 

identifying sounds of individuals infected with animal diseases, 

including avian influenza, by means of frequency peak detect 

technique 

2018.07.25. 10-1884000 KOR 

4 10-2017-0008883 2017.01.18. 
Method for providing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ervice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2017.09.29. 10-1785888 KOR 

5 PCT/KR2018/000671 2018.01.15. 
Method for providing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ervice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On-going On-going  PCT 

6 10-2010-0010201 2015.02.16. System for take care of terminal 2015.09.04. 10-1552289 KOR 

7 10-2016-0071807 2016.06.09. Disinfection device 2018.01.15.  10-1820472 KOR 

8 10-2015-0093862 2015.07.01. Apparatus for manufacturing of hypochlorous acid water 2018.01.15.  10-1820488 KOR 

9 PCT/KR2015/006965 2015.07.06. Apparatus for manufacturing of hypochlorous acid water On-going On-going PCT 

10 10-2013-0078773  2012.07.05. HOCL ice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  2015.06.08. 10-1528666 KOR 

11 10-2011-0107260  2011.10.20. Accessory having the function of display and the method 2013.04.02.  10-1252388 KOR 

5. 知识产权 

Application No. No. Date Subject : Name of IPR As of Reg. No. A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Ⅰ. 公司概要 



主服务器至少可以连接智能手机，电脑终端，平板电脑及PDA中的一个。 

6.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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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技术内容 

系统 

专利 

用于识别和诊断感染禽流感及呼吸道疾病的鸟类及家禽的声音的系统，通过IMS（Integrated Multi System）
连接到MCAAD的集音装置。 

IMS & MCAAD 

可接收有关鸡叫声的信息，控制环境噪音，分析有效频率，判断鸡的目前状态，当目前状态处于非正常状态时，
可向主服务器传送相关信息。 

                     PFD技术及分析算法 

Ⅰ. 公司概要 



6-1. 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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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公司概要 



Ⅱ. 提案背景 
1. 禽流感（2013~2018）问题 
2. 非洲猪瘟（2018~2019）问题 
3. 各主要国家的鸡个体数 
4. 各主要国家的猪个体数 
5. 技术相关的新闻信息 



Ⅱ. 提案背景 

1. 禽流感（2013~2018）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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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2018年8月期间家禽呼吸道疾病累计情况的地理分布 
 

 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全球所有地区均受到家禽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病影响，68个国家地区报告了至少一次相关疾病，在美洲大陆北部地区发生过该疾病，在中部
及南部地区基本没有发生。 

2013年1月~2018年8月期间，因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病，至少受到一次
影响的国家和区域 （参考：Morocco） 

2018年8月份报告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N=12） 



Ⅱ. 提案背景 

2. 非洲猪瘟（2018~2019）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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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018年6月，2019年7月期间非洲猪瘟累计情况的地理分布 
 2018年1月至5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报告的14个发生疫情国家中，有10个国家是欧洲（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波兰,， 

罗马尼亚，俄罗斯及乌克兰），其余4个国家（科特迪瓦，肯尼亚，尼日利亚及赞比亚）为非洲国家。 
 2019年7月，目前流入了欧洲，非洲国家及俄罗斯，中国，蒙古，越南，朝鲜。因通过野生动物传染的特性，流入韩国的可能性也很高。 

2018年1月~2018年5月期间，因非洲猪瘟，至少受过一次影响的国家和区域 2019年7月，因非洲猪瘟，至少受过一次影响的国家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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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主要国家的鸡个体数 

Ⅱ. 提案背景 

来源：韩国统计厅 

（单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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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主要国家的猪个体数 

Ⅱ. 提案背景 

来源：韩国统计厅 

（单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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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相关的新闻信息 

人工智能为更好地养猪而使用。 
（24小时特派记者）韩国日报2018年4月15日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企业，但最近进入了人工智能和云计算
事业。通过分析猪的咳嗽及体温信息，可以确认猪的口蹄疫及猪流感等
传染病，并确认预防接种时间。分析猪的咳嗽，就能知道是否呼吸道感
染。 

新闻简报 

概要 

(株) ALPHAVET·AI公司世界上首次发明了针对禽流感及呼吸道疾病的鸡叫
声模式的原始技术。 

IMS 
通过峰值频率追踪方式无法感知有效声音时的换气及自动设备化的鸡场警
报系统。 

MCAAD 
IMS在鸡场收集声音数据，分析禽流感及呼吸道疾病感染，压力等，并传
送到服务器。 

Ⅱ. 提案背景 



1. 禽流感及呼吸道疾病分类屏幕 
2. 环境噪音的控制 Ⅲ. 技术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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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技术概要 

1. 禽流感及呼吸道疾病分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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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噪音的控制 

噪音自动临界值 

环境噪音的控制-1 环境噪音的控制-2 

环境噪音要求 

• 临界值应根据环境噪声进行调整。设置为临界值1，可混合环境噪声引起的数据，影响判读值。因此，在没
有特定声音活动时，应将接收到的连续数据视为环境噪音，仅自动提取与临界值2一样的特定声音。 

Ⅲ. 技术概要 



1. 产品及系统概要 
2. “声音和发热感应系统”的主要功能 
3. 智能农场的声音感知系统 
4. 产品开发计划 
5. 声音技术 

Ⅳ. 产品及系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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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及系统概要 

Ⅳ. 产品及系统概要 

Global  Network 
Field of business 

声音和发热模式分析系统 

在线监控跟踪系统 

声音和发热模式分析系统 

呼吸道传染病和疾病感染控制系统 

• IMS & 扩音器 
• 声音组件 
• MCAAD 
• 红外线热画像（DRTI）：动物表面温度分布收集装置 

 
 
• 针对各个体识别，追踪，隔离禽流感，非洲猪瘟，口蹄疫等  
  热性传染病的系统 
• 预防各种传染病 
 

 

• Machine Learning 
• Deep Learning 
• 通过人工智能构建大数据 

• 诊断及教育咨询 
• 根据系统设计的管制系统的教育和监督 
• 通过迅速实施先发制人的防疫措施，杜绝各种传染病 
• 维护各种读取装置 



           可以连接电脑和智能手机 

           MCAAD/DRT ：声音和发热模式信息 

           禽流感及呼吸道疾病检测系统 

           构建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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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2. “声音和发热感应系统”的主要功能 

           只有登记的装置才能进行访问 1 
H/W (MCAAD, IMS etc.) 设备登记 
仅对登记的装置以内部访问权限赋予访问权限。 

与O/S无关，可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连接。 

MCAAD及IMS装置收集的声音及发热模式信息的正确读取值（PC, Smart Phone）。 

构建利用鸡的体温信息和呼吸系统疾病信息的算法为基础的程序。 

通过分类的各动物声音和发热模式分析以及机械学习和深度学习，构建大数据，并计划开发
软件库，应用程序功能及神经网基础AI（人工智能）。 

Ⅳ. 产品及系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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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gistered PC install 

2. APP. install 

3. 智能农场的声音感知系统  

用户设备 

PC & Mobile 

养鸡场 

Internet / Wifi 

读取装置 

IMS & MCAAD 

Server &  DB 

Server & DB 

Smart  Farm  System IMS 

Big Data 

鸡声音分析 

MCAAD 

用读取装置如何感知鸡鸣？ 
 
MCAAD接收有关鸡叫声的信息，分析有效频率，判断鸡的目前状态，如果目前状态不正常，将相关信息传送至主服务器。 

• 扩音器（收集鸡叫声） 
• 感知鸡的体温 
• Micro-Dust 
• 湿度（%） 

• 分析鸡叫声 
• 在服务器里分析疾病发生或压力条件 

• 提取的信息 
• 设备与deep learning 
• 确认期间 
• 创造价值 

•  使用软件库的大数据 
•  应用软件功能和超级计算机 
•  基于网络的人工智能 

Ⅳ. 产品及系统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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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开发计划 

SOFTWARE 

SOUND ALGORITHM 

DEVICES 

IMS & MCAAD 

SERVER &  DB 

SYSTEM 

•  DRTI（热红外线相机装置及测量传感器） 
  
•  完成产品开发及开发相关程序   
 

• MCAAD  

   

- 完成产品开发及开发相关程序 

• 动物声音识别系统目前正在开发中，通过开发装置的联网，构建与 
  服务器的接口环境 

Ⅳ. 产品及系统概要 



24 

个人及公共系统 

双向系统 

5. 声音技术 

MamiTalk 

PeTalk 

Sound Algorithm 

Sound Algorithm 

• 声音分析（婴幼儿） 
• 活动信息 
• 健康信息 
• GPS 跟踪 
• 健康疗法 
• 非常状态 

• 声音分析(小狗)及翻译 
• 活动信息 
• 健康信息 
• GPS 跟踪 
• 健康疗法 
• 非常状态 
• 应用软件（购物，游戏等） 
• 以动物为中心的社区（SNS） 
• 动物显形体广告 

Ⅳ. 产品及系统概要 





ALPHAVET⦁AI co.,Ltd 
LAB.  Animal Sound Analysis Center 
by Veterinary Dr. Lee, Dong Whan (Ph.D) 

www.asackorea.com  +82-2-525-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