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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6 victory by a Google-buil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t the notoriously complex 
Game of Go was a bold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modern machine learning. That 
successful AlphaGo system, was created by the AI research group Google DeepMind, and 
proved that computers have the capability to beat a human champion 1 . In the mid-2000s 
Graphics Processor Unit company Nvidia started using faster and more complex neural 
network able to process and store more and more data. The AI is based on data, as 
Algorithms need to be fed with enormous amounts of data to be able to arrive at 
representation. 

 

There is incredible growth in computers’ ability to understand images and video, a field 
called computer vision. This field is deeply connected to Medical Images in which the 
pattern recognition is achieved by deep learning 2 . Deep learning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machine learning in which computers learn with the help of neural networks. The key aspect 
of deep learning is that these layers of features are not designed by human engineers: they 
are learned from data using a general-purpose learning procedure3.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need a large amount of data and are roughly built to model the way the brain 
processes information, through webs of connected mathematic equations. These proceed 
through multiple layers of connected ‘neurons’ that progressively detect features, and 
ultimately provide an output. When the output of one neural network is fed into the input of 
another, chaining them together as layers, this is deep learning through training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s). The RNNs are very powerful dynamic systems which at subsequent 
time are augmented with long short-term memory, then they are are called memory 
networks. Memory networks can answer questions that require complex reasoning 4. 

 

A key-differentiating feature of deep learning compared with other subtypes of AI is its 
independent training. Deep learning requires plenty of expertise, thus only a f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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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managed to apply it to already marketed products. Google, Microsoft, IBM, Baidu 
are the biggest developers of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Just think about Google’s 
translation service, we must be aware that we already us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 
powered by deep learning 5. 

 

As the amount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ccumulates and grows exponentially, the assistance 
of computing solutions in medical decisions is a need. Almost every type of clinician, ranging 
from specialty doctor to paramedic, will be using AI technology, and in particular deep 
learning. Several medical fields are developing AI applic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udies are performed to compare smart algorithms with physicians in order to acquire 
validation. The success of deep learning in Medicine has been shown mainly in problems with 
inputs of image (or image-like) data. Radiology, Pathology, Dermatology and Ophthalmology 
images are all promising fields, even though research into medical acquisition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re has been too much hype and too much fear 
around what A.I. competence is today in patient care 6. Most of the times the sentiment 
about AI swings in favour of the negative extreme nourished by dystopian sci-fi stories.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tends to favour the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as a damaging one. 
Science fiction is full of robots-usurping-humans very so often entwined with anxiety. 
Machines are either out to eliminate us (Skynet from Terminator 2, Hal in 2001: A Space 
Odyssey), or to fool us into a state of surrender (the simulated world of The Matrix, the 
pampered couch potatoes of WALL-E) 7. We need a more nuanced analysis of what AI can 
accomplish and what are the potential risks in order to be prepared for the sweeping changes 
it will bring in any human endeavor. Deep neural networks cannot explain how a diagnosis is 
reached and the features enabling discrimination are not easily identifiable. Clinicians should 
be conscious of the possibilitie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AI applications. Properly 
integrated AI applications will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and health-care efficiency.8 

 
 

Applications in Healthcare derived from Machine Learning 
 
 
 

The general aim of AI in medicine is to use computer algorithms to uncover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data and to assist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I Algorithms are expected to 
ingest and meaningfully process massive sets of data quickly, accurately, and inexpensively, 
machines are expected to do things that are not humanly possible. AI technologies can help 
in diagnosis generation, therapy selection and hospital management. These capabilities will 
eventually transform health care into a truly data-driven endeavor possibly going beyond the 
sum of human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9. 

 

implementation of AI technologies in health care depend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a massive 
amount of data for training, va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AI algorithms. In order to mak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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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the use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is pivotal for making healthcare data available, 
however standardization has been proven a difficult task due to the great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of clinical data 10. 

 

To complete th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a considerable effort across many startups and 
established tech companies are develop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replace 
keyboards and human scribes for clinic visits, The list of companies active in this space 
includes Microsoft, Google, Suki,  Robin  Healthcare, DeepScribe, Tenor.ai, Saykara, Sopris 
Health,  Carevoice, Orbita, Notable, Sensely and Augmedix. 

 

In order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A has published 
in 2018 a fast-track approval plan for AI medical algorithms 11. However, in Europe the 
approval of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effective from May 2018, may 
potentially slow down AI implementation in healthcare owing to the stricter regulatory 
standards. However it may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over the long term by promoting public 
trust and patient engagement. China is a major player in AI; in 2017 the China State Council 
issued a development plan for AI, which issued favorable policies and funding for AI startups. 
Therefore Hundreds of new startups companies working on AI applications in healthcare 
have emerged in China 12. The rapid adoption of mobile technology and increased Internet 
connectivity throughout China is projected to facilitate adoption of AI technologies. The 
Chinese iCarbonX, which has received nearly 600 million in funding and has the biggest 
Chinese social media app, WeChat as a supporter, has the intent of “digitalizing everyone’
s life information”. It basically wants to construct a “digital you” containing biological 
samples such as saliva, proteins and DNA,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s and 
lifestyle factors such as workout regimes and diet. This one year-old company is developing 
algorithms to analyze data, with the intention of recommending tailored wellness programs, 
food choices and possibly prescription medicines 13. 

 

The first-ever AI autonomous diagnostic system to obtain FDA approval in USA is the IDx-DR 
system from IDx (Coralville, Iowa). The IDx-DR is designed to analyze retinal photos captured 
by the Topcon NW400 camera and detect “more than mild”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adults 
who have diabetes. Experts have trained the system to look for specific signs of the disease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isease is present at a predetermined level of severity. If 
the images are of sufficient quality, the system gives the operator one of two responses: 
either “More than mild diabetic retinopathy detected: refer to an eye-care professional,” 
or “Negative for more than mild diabetic retinopathy; retest in 12 months.” Notably, the 
device doesn’t need a clinician to interpret the image or result, which allows the device to 
be used by health-care providers who wouldn’t normally be involved in eye care 14. 

 

Radiology is an image-based tasks and has attracte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ward AI 
implementation, actually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has created its own Data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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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to deal with AI implementation issues 15.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learning-based 
automated solutions for radiology is tackling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problems where 
sufficient data are available. Examples of these include the reading of lung screening 
computed tomography, mammograms and images from virtual colonoscopy. Subsequent 
efforts is likely to address more complex problems such as multiparametric MRI. A common 
trait among current AI tools is their inability to address more than one task, as is the case 
with any narrow intelligence. A comprehensive AI system able to detect multiple 
abnormalities within the entire human body is yet to be developed 16. Two reading studies 
were performed in a trial on a model of a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on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the risk of lung cancer. When prior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was not available, the 
model outperformed the six radiologists involved, with absolute reductions of 11% in false 
positives and 5% in false negatives. Where prior computed tomography imaging was 
available, the model performance was on par with the same radiologists. This creates an 
opportunity to optimize the screening process via computer assistance and automation 17.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will be crucial to ensure that the 
goals of programmers developing the algorithms correspond with the goals of clinicians 
providing patient care. As an example,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in the form of intelligent 
personal assistants, a version of Siri or Alexa for healthcare, could definitely help out medical 
staff in dealing with patients with minor issues that could be treated without intervention 
from a medical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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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学习 

 

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便已被公认为是针对半导体技术的摩尔

定律，18 并构成了数字革命的重要基础。Gordon Moore (*1929) 的猜想如今一再被信息

技术的迅猛发展证实。如果没有数字信息储存方法的巨大拓展，例如：被分析评估行业

（大数据）使用，人工智能这一计算机科学的分支领域也不会有任何发展，其以数字形

式模仿人类的处理方法，并从而保证了更高效、更简单和更快速的任务解决方案。19 大

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便已经极为频繁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John McCarthy 
(1927- 2011)，1956 年最早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术语，他明确指出，一旦人工智能应用

真的发挥作用了，它也就绝对不会再被叫做人工智能了。20 
 

半导体技术发展周期的更新速度越来越迅猛，这让构建人工神经网络 (KNN) 具有了

可行性，人工神经网络是互连神经细胞的电子模拟，其结构类似于人脑。因此，KNN
（人工神经网络）是对我们大脑的模仿，其在分析的时候能识别大量数据，并发展出

既定规则。基于模拟神经网络和训练，特殊算法能够为具体应用问题创建出完全自主

的解决方案。这些自主解决方案正是应用型人工智能成功的关键所在。21 

 
 
 

18 据 Gordon Moore 称，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番。而实际上，新型计算机芯片的性能大

约平均每 20 个月就要翻一番。目前，储存介质中的集成密度每 18 个月就会翻一番。 
19 Lämmel 2008, S. 13. 
20 Urban 2015. 
21 Volland 2018, S. 15. 



通用人工智能 (AGI) 或高级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两种形式，如果将这两种形式的

人工智能植入到类人机器人系统中，将能让其拥有社交能力，并在行动的时候能够与

人类互动。从理论上讲，这种类型的机器几乎可以完全胜任所有面向人类的智力任务。

因此，通用人工智能拥有极为通用的精神潜能，这些潜能包括了思考、规划、解决问

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想法的能力，特别是自主根据过往经验领悟学习的能力。22 
 

KNN（人工智能）以后会怎样发展，对这一点的猜想是超级人工智能 (ASI)。早在 
1997 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和领先的人工智能哲学家 Nick Bostrom (*1973) 便已经将这种

超级智能定义为“一种在科学创造力、常识和社交能力等几乎各方各面都比最佳人类

大脑要聪明很多的智能”。23 对于达到该发展阶段，文献资料中用奇异性或技术奇异性

这一术语来描述。Vernor Vinge 在其 1993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人工智能占据全面优

势的时间点：当不可逆转地改变人类角色的时候。24 
 

大数据是指海量数据和获得与使用此类数据量所需的技术。对于这种现象，目前尚

无确切的定义。25 大数据是一种信息量的统称，这种信息量对于处理型计算机的工作内

存而言已经过大，并因此需要程序员开发新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处

理比以前大得多的数据量。目前正在开发能更快和更差异化分析海量数据的新技术。

人们会在涉及经济、市场调研、销售和服务调控、医疗、管理和通讯服务时遇到海量

数据。在所有这些领域，采集到的数据都将得到评估和有效使用。大数据量还可以重

新使用，并进而成为创新和新类型服务的来源。因此，大数据作为交易原材料变成了

重要的经济投入，并凭此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26 
 

最后，大数据现象也可以看作是数字化时代的反映：大量数据的采集会带来社会变

革，并产生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每个人都会被涉及到，没有人可以例外。大数据会

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和决定。内容的评估和分析，论点的阐述和批评，

因果关系的 
 

 
22 Urban 2015. 
23 Bostrom 1997. 
24 Vinge 1993. 
25 Vgl. Mayer-Schönberger 2017, S. 12f: “大数据是人们为了获得新认知 
或实现新价值而以大规模（非小规模）进行的工作， 
其旨在改变市场、组织、国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等等。” 
26 Ebd., S. 11. 



的认识，简而言之：仅仅是反射式地与信息打交道，这将被受算法支持的高速数据评

估及其应用相关的分类淘汰。如何作出决定，如何综合看待，其方式方法将发生彻底

改变：重要的不是为什么会发生，而是发生了什么。27 

 
 
 
中国：人工智能 

 

中国的一大课题便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8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研究。鉴于其政治项目

雄心勃勃的目标，即一项题为 中国制造 2025 29 的总体计划以及国家对智能制造的支持，

其大致相当于德国工业 4.0 倡议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倡议，中国的目标是跻身当今世界技

术研发的前列。新工业革命开始之初便提出这一政治倡议，中国将不受常规结构悠久

传统的束缚，试图成为技术全球化的主要赢家。30 由于有创新制造技术，并且有针对性

地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中国正在以一切可用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实现新型工业

现代化。31 
 

为此，该国家特别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将高素质专业人

才引入中国或让其回归中国。2008 年底以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球专家招

聘计划（也称为千人计划，千人计划介绍正式启动，该计划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科学

家、 

学者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引入中国。32 通过有针对性引入专业人员（使其回归），以及

诸多主要设在高科技开发区的国家级创新项目、培训实验室、城市贸易和金融机构以

及各种工业园，预计将带来重大突破，这主要集中在 IT 技术开发方面以及让中国高科

技产业逐步占据世界市场领导地位。专注于素质教育，培育和加强新获得的人才库，

这是投资全国人工智能研发的 
 
 

27 Ebd., S. 20. 
28 机器学习方法让系统无需明确编程即可学习。以 
算法和庞大训练数据集为基础，系统将学会识别之前未曾定义过的模式。然后，学到的知识便可以应用

于新数据。 
29 中国对于未来将占据技术统治地位充满信心，而西方主要贸易伙伴则对此感到担忧，甚至有所怀疑， 
正是由于他们有这种反应，KPCh（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中国制造 2025 的公共论调，而且在中美贸易

战这段时间里也将不再使用该运动的口号。参见 Zenglein 2019.S. 8. 
30 Wübbeke 2017, S. 13. 
31 Ebd., S. 6f. 
32 千人计划。 



第一步。中国在配置国内资产的时候尝试协调和优化国家和国际创新资源的利用，并

且采用最高级别的人力形式。 
 

此外，中国投资了众多的人工智能项目，为私人投资者提供支持，并设立了国家发

展基金以发展高科技产业。IT 行业专家将有针对性的获得赞助，成为国家竞争力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这主要体现在对专业人员的培养不足，

并进而导致了开发人员和产品短缺，例如：高性能处理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与国外领

先大学、研究机构和团队之间有针对性的合作正按部就班地规划和落实。鼓励中国人工

智能企业闯出国门，兼并和收购 IT 技术专业公司，促进和加速海外初创企业的成立，

投资股权和进行风险投资，以及设立高科技领域研发中心。通过这些措施，中国试图充

分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专门知识，并同时为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些步骤会促进人

工神经网络 (KNN) 或量子加速机学习的研究，两者都是从未研究过的技术领域和创新难

点，并且面向的均为未来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这方面的全球竞争尚小，并且中国从一

开始就已经参与其中。33 
 

由于庞大的数据量同时也方便了深度学习系统 34 的开发，尽管中国在数据保护和人

权意识方面略显薄弱，但已在未来的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了优势。诸如采集一座城市所

有交通参与者这类的海量数据，已经帮助 SenseTime 的面部识别系统达到了极高的准确

性，这种准确性在全球其他国家尚无法实现。 
 

开发人工智能已经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进行了数十年。但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正

在减少。这尤其体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全球影响力。“三巨头” (The Big Three, BAT)，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35 从 2010 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以外投资人工智能的研究

项目，美国也位列其中，尤其是硅谷。百度 2017 年宣布在硅谷设第二家研究所，而腾

讯则宣布在西雅图建立一个新人工智能中心。36 

 
 

33 Kania 2017. 
34 应用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涉及很多方面，而学习就是其中一个。以 
现有信息和神经网络为基础，系统可以反复地将学到的内容与新内容关联起来，并进而重新学习。因此，

机器能够做出预测或决定，并对其提出质疑。决定将被确认或重新开始修改。通常情况下，人类不再在

实际学习过程中进行干预。 
35 Lucas 2017. Hirn 2018, S. 167-188. 
36 Fischer 2018, S. 3. 



显然，全球领先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是中国政治规划中的绝对优先事项。这个目标

将在国家和经济的帮助下通过协调一致的战略来实现，这在西方是很难想象的。国家在

经济层面提供最佳研究和营销条件，反过来，公司在其规划和营销方面与国家紧紧地捆

绑在一起，例如：通过企业内的 (KP) 党员。据报道，2018 年 1 月，北京建成了一个新

巨型 IT 工业园，该工业园可为多达 400 家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提供空间。37 
 

除了国家经济赞助这些较为传统的元素之外，西方人还必须意识到中国公司正携手

哪些被美国竞争对手摈弃的国内市场开发其人工智能项目的软件，而这些国内市场拥

有超过 9 亿的潜在消费者并有大量数据基础可供其相应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和训练使

用。 
 

快速成长的中国 IT 行业与国家调控的共生，正在呈现一个全新的维度。全面社会信

用体系的诞生让采集和评估所有公共和私人活动成为了可能，国家机构可以访问所有

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上的所有活动。国家监控体系野蛮生长，而私人生活正成为其一部

分。像腾讯对抗脸书和微信对抗 WhatsApp 这样的全球竞争即将到来，中国集团不得不

担心其本土市场是不是有数据保护方面的问题。 
 
 
 
中国：医学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医学和高性能医疗仪器以及数控机器人技术只是中国制

造 2025 十大关键行业主要计划中的三个，政府加强对这些关键行业的扶持，旨在创建

全球主导的高科技集团。2017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业和 IT 部通过了所

谓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规划详细描述了 
中国未来 12 年内在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领域的全球地位。据该规划，医疗保健将被认

为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一项应用。38 宣传日定为 2049 年 10 月 1 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百年华诞，其目标是中国在研究和技术方面占据全球统治地位——不仅仅是数字

层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2014 年的数据采集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医生人数 
 
 

37 Armbruster 2018. 
38 Gov.cn 2017. 



是不足的：每千名居民中的医生人数只有一个半，而德国的这一数字是略超过四名。39 

特别是医生数量少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农村地区，各种医疗保健设施严重短缺。这实际

意味着，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护理，并且人们就医的

时候不得不花很长时间等医生。最近的大型医院也不近，路很难走，特别是当一名病

人要应对这一切的时候尤为困难。此外，农村和城市医疗机构之间也存在重大差异。

农村患者宁愿长途跋涉去北京或上海更好的医院，而不是在家中接受治疗，这种情况

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不仅农村居民，而且中国城市居民的医疗保健都需要应对越来

越多因为环境、年龄造成的疾病和慢性病。医务人员和医疗设施的缺乏导致大多数医

生过度劳累，他们一直在与时间作斗争，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工作。错误诊断、错误

治疗、费用增加还有就是患者死亡，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尽管有党的大力干预，各级医疗保健领域的腐败仍无处不在。医生收取“特殊费用”

才提供治疗，这并不罕见。近年来，针对医生和护理人员的患者暴力事件急剧上升

（每年增加 23%），尤其当治疗未显示出积极疗效的时候。失望、不信任和缺乏尊重

导致施暴和攻击，这在某些情况下是致命的。所有这些，再加上过度劳累、压力、疲

劳和极差的待遇，为参与医疗护理的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40 
 

症状检测和诊断时使用人工智能，将能够避免中国医生和医务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

人工智能支持型医学应用程序目前的重点在于提高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由于能够学

习算法，故此能以近 100% 的准确度分析医学结果，例如：CT 和 MRI 图像。据调研公

司 IDC 估计，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式医疗诊断和治疗市场将超过 1.83 亿元（约 2400 万
欧元），预计 2022 年将猛增至 58.8 亿 元（约 7.7 亿欧元）。根据 IDC 的预测，整个人

工智能支持型医疗行业将在三年内达到 200 亿元人民币（超过 26 亿欧元）。41 如今，

已有 130 多家大型公司参与了 
 
 

39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面临严重的医疗资源短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
数据，2015 年中国每 1000 名居民中有 1.8 位医生。中国落后于美国的 2.6，远低于 OECD 3.4 的平均水平。

OECD 2017. 
40 Wee 2018. 
41 Xiao 2017. 



中国医疗保健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项目。三个重要因素正在推动人工智能支持型医疗的

成长：大量数据、足够的风险投资资金促进融资，以及缺乏数据保护。但是，中国的技

术野心远远超出了人工智能领域。根据 APRA 研究，2016 到 2020 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包含了总共 135 个涉及医学生物技术的科学项目。这些项目的焦点是大脑研究、医疗机

器人技术、遗传研究、基因科学应用和大数据解决方案。42 此外，中国希望在高科技医

疗技术产品方面能更独立于外国。根据中国制造 2025 计划，截止 2030 年，国内生产的

数字医疗仪器以及电子医疗系统和医疗机器人占比要达到 95%。正是由于拥有如此庞大

的政治支持，中国公司将很快有能力与外国供应商竞争。除了开发自己的技术外，该政

策还依赖于购买外国技术公司。43 
 

中国政府于 2017 年 11 月宣布了携手四家合作伙伴公司扩展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

的计划。44 腾讯便位列其中。该公司创立了人工智能医疗创新系统 (AIMIS)，用自己开发

软件提供诊断服务，目前已在全国 10 多家医院中投入使用。采用这种人工智能支持型

方法，可以在不到四秒钟的时间内对组织进行扫描和诊断，无论这些细胞是正常的、

发炎的还是恶性的。AIMIS 目前承诺食道癌诊断的准确性为 90%，肺结节病诊断为 95%，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诊断则为 97%。45 
 

在医疗保健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正呈增长之势，并且这绝不限于诸如糖尿病或癌症之

类的严重病情。腾讯子公司 WeDoctor 希望通过人工智能为医生提供足够的支持，以便

改善常规初级医疗保健的状况。人工智能有助于简化病史，并让诊断和治疗更加安全。

WeDoctor 目前已在中国 2700 多家医院中投入使用。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后达成该项

协议，这些地方政府还可以访问 WeDoctor 公司向公民提供服务时采集到的生物数据。

中国法律几乎不会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政府采集，但要求这些数据必须保留在中国境内。
46 

 

腾讯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医院合作伙伴网络，这些合作伙伴都会定期使用其服务：微

信用户可以通过该应用程序在 38,000 多家医疗机构挂号，从而无需在医疗机构排队。

检查之后，患者还可以访问他们的医疗报告，并通过微信支付医疗费用。微保是 
 
 

42 DLR 2019, S. 44. 
43 Ebd., S. 45. 
44 Ma 2017. 
45 Finch 2018. 
46 Hawkings 2019. 



另一个旨在改善医疗保健的微信服务：其会测量走步，并为每天完成 8000 步以上的人

提供经济奖励。47 
 

面向中国负担过重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另一个解决方案便是，开发无人值守型微诊所，

这是一种工作原理非常简单的舱室：患者进入舱室，输入病史和症状，并立即获得针对

性的诊断、治疗计划和处方。尽管医生会检查这些结果，并请患者去看“真正的”医生，

但无人值守型诊所也是一种没有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治疗体验。该人工智能诊所已于 
2018 年在乌镇的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上正式提出；计划 2019 年底中国将引入一千

个这种类型的微诊所。48 
 

治疗用机器人、远程医疗、预测、在线处方药销售、后续检查或专科医生挂号的在

线挂号安排，以及电子病历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医疗体系。这些改变得到了政策的大

力支持：2018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促进医疗保健发展的指导意见，呼吁医疗机

构利用新型信息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并降低成本，从而抵消医疗保健需求的增长。49 据说，

这项所谓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倡议旨在建立全国性远程医疗网络、加速医疗信息联网，

并提高医疗服务和信息安全的质量保证。50 

IFlyTek 公司于 2017 年将开发的 Xiaoyi（晓医） “全晓型医生”推入市场，这是一

款非常小巧的机器人，其标志着在医生咨询和专业支持时使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趋

势。晓医以 96 分的成绩通过了中国医学执业考试，成绩超过平均水平。准备这次医学

考试的时候，它事先学习了各医学领域约一百万张图片、53 本书、两百万份病历和 
400,000 篇医学文章。医生机器人可以根据提供的数据库图像动用图像支持型诊断方法，

并借此访问成千上万张图像，并进行确诊。数字化网络“超级诊断”便是这样诞生的，

其不仅可在几秒钟内作出精确诊断， 
 
 

47 The Medical Futurist 2019. 
48 Hawkings 2019. 
49 “该指南”明确促进在线医院的发展， 
并且鼓励传统医疗保健机构与初创公司和高科技公司合作。将建立在线药品销售和相应的医疗产品物流，

加快医疗保险信息的汇总，并逐步增设在线支付方式，从而为投险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将建立面向医疗健康教育的云平台和培训平台，让医务人员和客户都能因此受益。Gov.cn 2018. 
50 China Daily 2018. 



并提供相应治疗建议，准确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同于人类医生—

—它永远也不会有任何遗忘。因此，晓医不仅拥有中国执业医生所必须的医学知识，

而且能借助其掌握的知识为医生的工作提供支持。51 
 

尽管得到了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在中国销售医疗软件和硬件也并不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并且由于经费巨大的原因，医院和医院管理部门经常会遇到阻力。这一点在 12 
Sigma 52 公司开展工作的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家雄心勃勃的初创公司，而且在

美国和中国都设有基地，其程序和仪器主要用来帮助通过图像文件发现癌细胞。为了

克服新技术的差距和不信任感，这家初创公司非常依赖医院的深入销售工作。由于是

否对其有兴趣因地区而异，因此必须首先获得当地医生的信任。为此，招募了曾受过

专门培训的销售人员来进行深入的现场咨询工作，甚至为条件较差的医院提供了便利

条件。因此，12 Sigma 计划将贫困地区与按使用付费 (Pay-per-Use) 模式结合到一起，

并免费向其提供正处于开发阶段的仪器。当然，对公司的好处是免费丰富和改进了新

的患者数据算法，因为中国不存在的个人隐私保护，因此转发患者扫描文件是非常容

易的。该公司的目标是 2019 年实现 1 亿元人民币（约 1300 万欧元）的收入，并且尽

管在销售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仍计划在 2020 年突破盈亏平衡点。53 

 
 
 
人工智能支持型医疗保健行业的几家初创公司 

 

许多初创公司活跃于中国的人工智能支持型医疗保健行业，在这个每天有数千家初创

公司成立的国家里，这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使用领域非常广泛，因此这些初创公司面

向的应用领域也有很大的区别。此处仅提及其中的几个： 
 

• AllCure Medical (http://www.allcure.cn) 
使用人工智能改善癌症筛查和治疗 

 

启动资金：约一亿欧元。 
 

该公司于 2015 年在北京成立，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型系统为基础开发了基于云的

癌症治疗系统。其作用是让缺乏专业知识的中国小城市和社区的医生可以上传患者数

据并接收自动生成的治疗建议。治疗期间，医生可以咨询云平台，以检查治疗的有效

性。该系统已在中国 21 个省和大约 100 家医院中投入使用。为了进一步 
 
 

51 Lange 2019. 
52 Sigma. 
53 Liao 2019. 



改进，AllCure Medical 与医疗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各种不同的机构合作，旨在采集和分析

大量的医疗保健数据。 
 

• Deepwise (http://www.deepwise.com) 
 

通过人工智能支持型医学图像分析及早发现肺结节 
 

启动资金：约 4000 万欧元 
 

Deepwise 于 2017 年初在北京成立。两位 CEO 以前曾在 Siemens Healthineers 担任副总裁，

该公司是三家占据了中国高端医疗仪器市场约 90% 至 100% 份额的外国公司之一。 
 

初创团队首先推出了肺结节筛查产品，该产品已在十几家医院进行了测试。但是，该

团队不得不多次重复进行图像数据标记，并反复训练算法以获得稳定的结果。必须找

到解决方案，以适应各制造商医学成像的不同标准，并获得兼容的结果。 
 
• 汇医慧影 (http://www.huiyihuiying.com) 

 

使用人工智能改善图像支持型诊断方法 
 

汇医慧影于 2015 年在北京成立，专注于胸部 X 光拍片、肺部 CT 和乳房 X 线片分析，

但计划拓展其他领域，以改善中国始终人手不足的公共医疗保健行业的服务。计划将

医学成像分析领域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建议汇总到一起。在基础研究领域，汇医慧影

与斯坦福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开发医学成像人工智能的其他应用。 
 

• iCarbonX (https://www.icarbonx.com) 
 

通过人工智能提供常规健康支持服务 
 

启动资金：1.8 亿欧元；价值：10 亿 
 

iCarbonX 于 2015 年在深圳成立，半年后的市值已达到约 10 亿欧元，并因此成为最快

的 
创业“独角兽”。 

 

2017 年 1 月，该公司将一个名为 Meum 的应用程序推入市场，该应用程序可以测量用

户免疫系统、血糖、蛋白质、新陈代谢、微生物、运动、营养、健身和负面环境因素

等方面的生物标志物。通过该应用程序，手机用户可以轻松跟踪和管理其数据。例如：

Meum 根据通过“Health Data Mining（医疗保健数据挖掘）”获得的医疗保健数据对个

人饮食和运动方案提出建议。2018 年 4 月



制定了量身定制的益生菌膳食补充剂，用于保证稳定健康的肠道环境。 
 

• LinkDoc (https://www.linkdoc.com)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用于改进中国的医疗保健服务 
 
启动资金为 1.3 亿欧元 

 
大数据公司 LinkDoc 于 2014 年在北京成立。该公司的业务模式是在众多中国医院中汇

总和评估大量“休眠”数据，由于中国医院没有为进一步的人工智能辅助型评估作好准

备，因此这些数据至今一直无法访问。该公司已对数百家医院的数百万份病历进行了数

字化和标准化处理。重点是诸如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在算法能以深度学习模式“研究”

数据之后，LinkDoc 提供了一种肺癌诊断工具来帮助医生进行诊断。这可以通过治疗建

议和类似病例的分析来实现。LinkDoc 还运营着一个患者随访中心，该中心可以对超过 
400,000 名癌症患者的疾病和康复情况进行监控和数字化。这些数据被反馈给大数据平

台，从而提高了其产品的精准度。 
 
这里介绍的大部分初创活动涉及的都是基于图像和数据的诊断和预防领域。特别是有

学习能力的数字工具的使用，也就是让效率和精度显着提高的算法组。但是，中国的

重要医疗硬件领域也正在迅猛发展。但是，中国初创企业在个人隐私保护等级较高的

国家接触公开可用的患者数据，并与之打交道，这引起人们对完全管控患者和医生的

国家医疗保健机构的敌托邦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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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工智能医疗在中国的发展分析 

 

陈智孟, 福建省脸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 
 
 
(一) 背景介绍 

人工智能医疗是指以互联网为依托，利用一系列算法和软件在复杂 
医疗数据分析 领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及医疗大数据服务，模仿医疗 
专家诊断疾病的思维过程，进而 提升医护人员的诊断质量与效率。更 
具体地说，医疗人工智能技术是使计算机在没有收 到医护人员的直接 
指令的前提下，自主智能地模拟分析病患的病症与预防或医疗手段之 
间的关系。 

人工智能医疗亦可被解读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场景下的应用。结 
合目前国内外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各种应用，现将其应用场景归纳 
为医学影像、药物研发、医疗助 手、生物技术、疾病风险预测以及医 



院管理六大类，涉及的主要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机器 学习、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等。 

医学人工智能是解决医疗生产力的根本之道。在我国，人口老龄 
化、慢病高速增长、医疗资源供需严重失衡以及地域分配不均等问 
题，造就了对医疗人工智能的巨大需求；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 
产业组合丰富、人才储备充分等特点，又给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 
很好的基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前瞻经济学人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发布的 80 多条全国性政策以及多条医疗人 
工智能专项政策，都表明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政策利好。因此，中 
国已经成为了全球领先的 AI 研发中心，医学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面临 
着非常好的机遇。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前瞻经济学人 APP 
 
 

医疗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同时，医生对疾病 
的诊断准确度和效率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特别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对医生的需求量有增无减。解决医 
生资源不足的问题，除了增加供给量，别无他法。但是医生培养需要周 
期，而且供给量也不能无限增加。于是，人们开始寄希望于机器。因为 
一旦能够实现机器看病，供给量将会无限增加。所以，人工智能+ 医疗 
健康的结合，是人工智能诸多应用场景中最重要一个。 
(二) 应用领域 

1) 医疗助手 
医疗虚拟助手是指基于医疗领域的知识系统，借助语音识别和 

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 实现人机交互，为患者提供医疗咨询、自 
诊、导诊等服务的信息系统。消费电子领域诸 如苹果 Siri、亚马逊 
Alexa、微软 Cortana 等通用型的虚拟助理已经家喻户晓，医疗领 
域 的虚拟助理则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市场上主要有用于实现 
语音电子病历、智能导诊、 智能问诊等功能的医疗虚拟助理。 



语音电子病历可通过语音实现病历录入，从而大大节约医生手 
写病历的时间，可以 使医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与患者沟通和 
进行疾病诊断。目前，国内主要有科大讯飞、 云知声、中科汇能 
等企业提供语音电子病历类产品，并已在北大口腔、瑞金医院等 
国内 多家医院落地使用。当前，语音电子病历仍存在较高的技术 
壁垒，需要构建完备的医学 知识图谱，并突破信号采集、降噪和 
模型训练等技术问题。此外，还需改变医生的问诊 习惯，因而面 
临落地问题。未来，随着技术提升和应用推广，语音电子病历将 
逐步提升 渗透率，并向医院内的其他场景延伸。 

导诊机器人可以通过各类传感器获取患者的体温、心率、血压 
等体征数据，并完成 挂号、科室分布及就医流程引导、身份识 
别、数据分析、知识普及等功能。当前，国内 科大讯飞、杭州百 
世伽等厂商推出了晓曼导诊机器人、Mansure One 智能导诊机器人 
等 多个型号的导诊机器人，并在北京 301 医院、湘雅医院等国内 
多家医院实现落地。经临 床验证，导诊机器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医院导诊人员的工作压力，并确保患者得到较 为精确的服务， 
从而提升就诊效率。与此同时，产品也存在着准确率不高、产品 
性能不 稳定等问题，因此其技术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2) 影像诊断 
医疗行业在高质量数据的获取上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高质量的 

影像数据集中在 少数三甲医院，不同医疗机构的数据很少能够实现 
共享，缺乏有效的数据互通机制;二 是尽管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医 
学影像数据，但医学设备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所以 影像数据 
可能没有以正确的标准化形式记录下来或者存在缺失的问题，限制 
了 AI 在医 学影像行业的进一步应用。在医学影像学的场景下，基 
于 AI 技术的医疗影像诊断目前 还应用于单一且规律性强的领域。 
其已在心血管、神经、肿瘤等医疗学科有了比较成熟 的应用，可以 
辅助医生进行有效的诊断。 

从全球来看，IBM、微软、西门子、美国通用电气等企业在对医 
疗影像的人工智能 研究上占据主流位置。由美国 IBM 研发的沃森 
肿瘤解决方案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医疗 应用级人工智能之一，其给 
出的治疗方案和顶级专家给出的方案有 90% 以上的符合度， 并在 
诊断皮肤黑色素瘤方面以 97% 的准确率远远超越了医学专家的判别 
度。沃森的医 疗影像分析单还同时标示出橙色和红色的部分，分别 
代表“谨慎使用”和“不推荐使用”。 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这减
轻了 医生的工作负担，减少了漏诊概率，比人类医生考虑的 角度

更加全 
面，尽量降低了医疗风险。但是，近期 IBM 的内部文件显示，许多 



医生在 使用沃森时，发现其在极端的诊断案例中，可能给有出血症 
状的癌症病人提出不合适的 诊断建议。这引发了外界对其风险控制 
能力的质疑。 

在国内，腾讯觅影的结直肠肿瘤实时筛查 AI 系统和推想科技的 
深度学习技术医疗 影像在辅助诊断并提供解决方案方面已经取得阶 
段性突破。最新发布的腾讯觅影结直肠 肿瘤筛查 AI 系统在临床试 
验中以每秒可以分析 10 张影像。经大样本、非同源、多中心 的测 
试统计，腾讯觅影对结直肠息肉的实时定位准确率达到 96.93%，实 
时鉴别是否腺 癌的准确率达到 97.20%。推想科技研发的智能医疗 
影像系统包括智能 CT 辅助筛查系统、 智能 X 线辅助筛查系统、深 
度学习科研平台等多种人工智能产品，已在上海长征医院、 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数家医院的影 
像科上线试用。 

3) 药物研发 
深度学习算法的进步正对药物研发产生重大影响。在传统模式 

下，一个新药品从实 验室研发到上架销售平均需要 12 年的时间， 
而深度学习算法正通过建立新的计算模型 使得医药研发过程大大 
缩短。目前，人工智能辅助药物研发的热点包括肿瘤、中老年病 
和罕见病药物研发上。 

从全球来看，美国在人工智能药物开发上处于绝对的领先地 
位。Numerate 公司是 其中的佼佼者。Numerate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该公司的创新药物设计平台基于机器学习技术，模拟小分子 
化合物的 药物特性，分析药物的靶点结 合能力和特异性，找出药 
物动 力学、药物代谢特性及毒副作 用，挑选出最有希望的模拟化 
合物进行合成和实验。实验结 果被用于修正和改良模拟的准 确 
性。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循 环，模拟系统给出的候选化合 物将越 
来越有针对性。 

 
我国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新药研发方面与美国虽有 较 

大差距，但已经有所进展。 深圳晶泰科技是国内该领域的 先 行
者之一。晶泰科技成立于 2014 年，最早诞生于 MIT 的校园之 中，
公司主要为小分子药物提供基于云计算的药物 固态研究技 术，能
够为药物固态筛选和设计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目前公司 的投资方
为 真格基金、腾讯和峰瑞资本。今年 5 月，晶泰科技宣 布与辉瑞
制药进行战略研发合作， 融合量子物理与人工智能，建 立小分子
药物模拟算法平台，这显著提高了算法的精确度 和适用 广泛度，
并有效驱动了小分子药物的创新。 



4) 智能健康管理 
智能健康管理是指借助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医疗保健科学 

的基础上所建立的 健康管理服务系统，以达到降低患病风险，保 
持健康生活的目的。当前，智能健康管理 类产品主要有健康大数 
据平台、健康管理系统、精神健康诊疗机等。 

健康大数据平台可利用 AI 算法对所获得的用户健康数据进行分 
析，并提供健康行 为干预和健康管理服务。得益于大数据服务的 
快速发展，目前健康大数据平台类产品的 技术成熟度较高。当 
前，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手机等智能硬件是用户健康数据 
的 主要来源。但不同产品间存在较明显的“数据孤岛”问题，因而 
需要开放的健康大数据平台类产品，打破“数据孤岛”，汇聚数据
并 挖掘数据的深层价值。 

健康管理系统基于 AI 技术和健康医疗知识图谱，以手机 APP 或 
嵌入家用电器、健身器材等智能设备的形式，提供膳食营养推 荐、
慢性病管理、健身指导等健康管理服务。 

精神健康诊疗机瞄准精神心理类疾病，基于 AI 算法构建诊断工 
具模型和药物治疗模型，提供心理健康方面的服务。当前，AI 在 
心理健康管理方面的模型训练数据不足， 技术成熟度较低，是 AI 
医疗领域较为空白的领域。涉足其中的企业和相关产品数量很 少， 
目前主要以辅助精神心理治疗师工作为主。未来，随着数据 积累
和模型优化，此类健康管理服务的水平有望逐步提升。 

(三) 我们做的事情 
1) 目前我们和本地区医院进行合作，为医院提供健康体检管理系 

统，并对系统采集的健康体检数据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并延伸出 2 
大应用： 
a) 健康风险分析：通过海量的用户体检数据，分析用户体检特征 

指标和具体疾病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预测用户的健康走 
势； 

b) 慢病健康日常管理：基于用户的体检护具和健康分析结果，结 
合 AI 模型，为用户指定个性化的日常饮食，运动方案，同时 
做好用药和常规指标检测分析，以及综合身体健康状况追溯分 
析服务； 

2) 基于人工智能的低视力应用研发 
通过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技术，结合用户的综合视功能数 

据，如视力，视野，对比敏感度，色觉等数据，为低视力的人群 
提供可视化智能辅助应用。 



人工智能项目和医院进行合作研发，得到了国家的支持，申请 
了 2 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目前的 AI 应用正在医院进行试点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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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主要从事两个领域的研发： 
1)         健康体检和慢病健康管理的应用研发：基于体检数据对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持 
续追溯分析，基于 AI  模型分析其健康状况，并给出包括饮食方案，运动方案，以及日 
常的用药监测等方面的个性化的指导方案。 
2)         AI 低视力康复辅助应用研发：通过 AI 技术，为低视力患者提供日常生活辅助， 
康复训练的支持，以及辅具的智能化适配等服务，项目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资金支持。 

 
公司未来将不断探索 AI 技术在健康领域的新应用结合点，通过 AI 技术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