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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三十一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20年 10月 31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2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0 年 10 月

01 日到 2020 年 10 月 31 日，监测范围包括北京市主流媒体及政府网

站等。 

一、信息目录 

1、人机大战“动脉瘤诊断” AI 助力解诊疗水平不均衡难题  

                                        （中国新闻网） 

2、 产学研下的医健 AI，还需要扫清哪些障碍？  （健康界） 

二、具体内容 

1.标题：人机大战“动脉瘤诊断” AI 助力解诊疗水平不均衡难

题 

   媒体：中国新闻网   2020-10-12 

    链接：

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20/1012/79241.htm

l 

主要内容: 

中新网北京新闻 10 月 11 日电 (记者 杜燕)今天，来自全国 9 家

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20/1012/79241.html
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20/1012/79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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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医院和 6家二级医院的 16名医生与 AI辅助诊断系统比拼动脉瘤

诊断的准确率、时间等。经过两轮比赛，“人+AI”组获胜，显示了

AI 技术在诊断领域的应用价值。 

  这场比赛是 2020 年中国卒中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暨天坛国际脑

血管病会议的一场“动脉瘤 AI 挑战赛”。 

  中国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有 7%的 35 至 75 岁中国成年人患有

动脉瘤。破裂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预后较差，致死率约为 35%至 40%，

且 90%的患者在破裂出血之前没有明显的症状和体征，因此动脉瘤的

检出和检测至关重要。 

  参与此次挑战赛的 AI 系统是基于 CTA(非创伤性血管成像技术)

的 BioMind 颅内动脉瘤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导，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和北京市神经外科

研究所神经介入研究室主任李佑祥及北京天坛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国

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影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亚欧联

合发起开发，以通过 AI 辅助诊断赋能医院和医生，助力解决诊疗水

平严重不均衡的问题。 

  经过层层筛选，有代表性的 9 家三级和 6 家二级医院的 16 名选

手参赛，经过两轮比赛(均为“人”与“人+AI”两组)，无论是动脉

瘤诊断的准确率，还是诊断时间和形态学参数测量，均为“人+AI”

组获胜。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意外。”项目 PI 李佑祥说，上万例高

质量的数据，天坛医院高年资医师制定诊断“金标准”、高水平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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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质控规范，BioMind 国际领先的算法模型，实现动脉瘤的准确识别

和定位，自动化输出动脉瘤大小等形态学参数，为医师提供更为精准

的诊断信息，为患者提供更可靠的治疗方案。 

  他称，通过邀请全国各地不同层次的医生，利用 AI 辅助诊断系

统并结合医生的诊断技术，与单纯的、传统的人工识别结果进行对比，

从而验证目前 AI 技术在动脉瘤 CTA 诊断领域的应用价值。 

  刘亚欧表示，AI 辅助诊断系统有两大应用场景。在大医院，每

天可能有近千例 CTA 检查，大夫查看一个检查结果，多则需要十几分

钟甚至半个小时，而 AI 辅助下则能在几分钟甚至几秒内完成，提高

效率；在基层医院，医生在 AI 协助下可以提供诊断准确率，“它能

达到天坛医院副主任医师的水平”。 

  “希望能够为广大基层医院提供有力的帮手，更好地实现动脉瘤

的早识别、早干预、早诊疗。”王拥军表示，这是开发动脉瘤自动识

别 AI 软件的初心。 

  王拥军介绍，2018 年，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首

次发布全球首款神经影像 AI 辅助诊断系统——BioMind“天医智”

医学影像 AI 辅助诊断系统；2019 年，发布了 BioMind 脑血管病诊疗

辅助决策系统。今天发布的 BioMind 颅内动脉瘤 AI 辅助诊断系统，

通过比赛的结果，预示着颅内动脉瘤 AI 辅助诊断开启了又一个里程

碑。 

  比赛现场，王拥军宣布，BioMind“天医智”的颅内肿瘤磁共振

影像辅助诊断软件已于今年的 6 月 12 日，斩获国内首张 AI“影像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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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诊断”NMPA 三类证，“这意味着，它在中国正式成为合法的医疗

器械，在全国可以进行合法的使用。” 

  据悉，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将继续在神经系统

疾病领域将医疗与 AI 紧密结合服务于人类健康，同时也让医疗人工

智能作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工具，提高基层医院临床医生的诊疗水

平，让民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完) 

 

2.标题：产学研下的医健 AI，还需要扫清哪些障碍？ 

    媒体：健康界  2020-10-09 

    链接：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201009/conte

nt-543694.html  

主要内容： 

近日，在由中国医学影像 AI 产学研用创新联盟主办的第二届中

国医学影像 AI 大会上，长征医院影像医学科副主任萧毅关于医疗 AI

的部分观引起了行业的高度关注。 

她在演讲中表示，在探索 AI 落地的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实际

难度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联盟曾组织政、产、学、研、用多方开会，

探讨如何做好医学影像 AI，萧毅在研讨中发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

到的必要条件。她得出的结论是: 企业有企业的认知短板，医生也有

医生的认知局限。“在医学影像 AI 领域，真理是由一群看似不相干，

但实际联系紧密的人，用‘思维的联合建模’共同做出来的。”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201009/content-543694.html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201009/content-543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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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和高门槛，医健与 AI 的融合，正如萧毅所言，

并不是凭借单个医生、某家医院、技术团队、研发或者投资公司就能

实现的，往往需要产学研的多方克服各自的短板，协作开发。 

那么，在产学研模式下，各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在发挥什

么样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医健 AI 的落地，需要扫清哪些障碍？带着

这些问题，健康界采访了医健行业产学研各方的从业者。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产学研各方扮演何种角色 

医生眼中的理想合作模式 

“我们原来是医教研模式，现在更多是依靠产学研，希望以产业带

动学术和科研发展。”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刘洁告诉健康界。 

在 8 月末举行的“首届协和青年创新项目大赛”决赛上，刘洁展示

了团队研发的“协和皮肤图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据她介绍，他们的团队分为临床医师、算法开发和数据协作处理团

队。医师主要以刘洁为带头人，以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超声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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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成员；在产品核心 AI 算法上，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谢风英教

授团队、清华大学赵黎教授团队为主要力量开发；在数据协作处理上，

主要与深睿医疗、咏柳科技合作。 

为引导医学青年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和创新，发掘优秀医学创新项目，

搭建起创新项目转化的平台和机制，北京协和医院于今年 6 月正式启

动“首届协和青年创新项目大赛”。 

“协和今年在这方面投入很大。以前创新项目主要依靠医生或各科

室推动，现在医院希望借助大赛将转化医学和创新的路径理顺。”刘

洁告诉健康界，未来医生只需做好本职工作，项目后续的产品注册、

落地、包括法规等都交由专业人士来处理，这是她们期待的一种模式。 

医院主导的创新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是在产业化前，进行产业化落

地时，无疑需要企业合作伙伴的支持。 

企业也需要医学团队做支撑 

“一般来说，医疗 AI 公司基本是一款 AI 产品的发起方和实践方，

在产学研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承担项目的落地工作。”朗通医

疗 CEO 徐哲表示。 

徐哲认为，医疗 AI 领域离不开医学专家和应用场景实践，需要和

医院进行深度合作，不仅局限在医学数据层面，还有医学专家、临床

医技人员等的密切合作。即使是由企业主导的项目，背后依然需要有

一个医学团队做支撑，通过医学团队的桥梁作用，促成在产学研的合

作过程中，“让计算机人员了解医生的临床思维和诊疗过程，同时也

让医生了解计算机是如何发挥辅助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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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朗通医疗自 2015 年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达

成产学研合作关系。双方首先明确研究方向和应用场景，由医院提供

千万级脱敏病历数据，企业结合医生临床需求，对医疗数据进行清洗、

建模、构建医学知识图谱，开发面向应用场景的产品。 

从项目立项、研发，到后期的推广和落地，每个阶段都需要一定的

资金支持，往往需要资本介入。但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资本的作用

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支持这么简单。 

“资本最大的作用是发现机会和价值，它天生会去链接某个细分行

业里最强的部分。比如链接创新者或创业者，从而进行资源的整合，

把商业资源、科技资源、资金，以及外围的政府资源，全部链接到一

起。” 厚新健投创始合伙人汤珣告诉健康界，资本最重要的任务是找

到最富有创新精神和担当的人。 

“产学研医”的模式更贴切？ 

“科技创新，尤其是医疗健康 AI 的转化落地，往往是学科交叉、

相互促进的过程。在医健+AI 领域，应该说“产学研医”的合作模式

更为贴切。” 联影智能研发副总裁薛忠告诉健康界。 

薛忠进一步解释，产学研医模式在医健+AI 领域可以集成产业界在

新 AI 产品的研发实力，学术界对新 AI 算法及医疗方法的创新实力，

以及医疗机构在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的实践实力，共同完成对医疗领

域的新诊断、新治疗和新评估方法和技术的创新。 

这样使得学术研究切合实际需求，产品定义立足新进技术，产品开

发瞄准临床需要，临床实践紧跟先进技术。在 AI 医疗领域的开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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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与学术及医疗领域产业发展的

良性互动。 

“医健 AI 公司作为 AI 产品开发的集体，他们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应

该是不仅懂得 AI 技术，而且紧跟 AI 及医疗领域的研究现状，在产学

研医模式中，起到医学和工程学术研究的桥梁作用，使得新 AI 方法

不仅得到产品实现，而且瞄准实际落地场景，应用于实际。” 

医院主导 or 企业主导？ 

在产学研合作中，一般可分为医院发起和企业发起，两种模式有何

差异？不同境况下，又该如何选择？ 

对此，薛忠表示，医院发起的项目通常是针对某种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的专病研究，而企业发起的项目通常是针对医疗流程或其中的某一

环节的技术研发。“前者更注重于临床科学或生物医药方面的新的诊

疗方案或知识点的创新，后者则聚焦某个流程或者试验过程的高效、

精准及可靠性，此外，也尽量兼顾广泛使用的原则。” 

徐哲认为，这两种模式都需要双方的深度合作，任何一方的缺失都

无法达到任务目标。两者模式的最大差异在于医院发起型是由需求方

发起，配合度和最终效果会更好。 

而联影智能则采用了以上两种模式进行科研合作。薛忠称，由联影

牵头的科技部重点项目及上海市的项目，就是以建设新型医疗服务模

式和新平台为主攻方向，根据实际需要，在项目中结合几种专病的实

现。对于一些研究型项目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们则积极参加由

医院和医生牵头的基于专病的 AI 研究，“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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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在各类专病诊疗的适用性。” 

产学研实践还要扫清哪些障碍 

从医生角度看，刘洁表示，年轻医生首先要打好临床、教学、科研

的基础，但到了一定阶段，医生不会满足于常规的工作内容，而是往

产学研的方向发展，会涉及更多跨领域的合作。 

这也促使他们思考，如何为项目搭建一个真正的商业模式，使之顺

畅运行；医疗 AI 产品研发出来后，如何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是重要

问题，这些都要求医生与外部展开合作。 

“商业化及医疗数据的采集并不是最大的难题。医生的临床思维和

程序员的开发思维存在巨大的差异，AI 产品能否触及医学本质，真

正高度智能化地模拟临床医生思维？只有让医生愿意使用它，AI 才

有意义。此外，从应用场景上看，专科与全科领域边界的划分有待明

确，医养康的技术闭环没有形成。当然，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行业内

AI 评测体系标准尚未规范，造成企业理解差异大、产品良莠不齐。”

从目前来看，产学研合作确实是解决 AI 医疗进一步落地的最佳模式，

徐哲再一次强调：“医疗 AI 产品的研发离不开医院的深度参与。” 

那么企业与医院的产学研合作过程中，怎样激发医院深度参与的热

情？朗通医疗徐哲分享了自己的建议：项目最终会涉及到医院内医生

个体的参与，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比如由合作的科室主任指导并牵

头，指派业务能力强、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年轻医生深度参与产学研

的项目合作，形成的产品在医院真正得到应用，良性反哺到医生端，

使医院在医疗、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得到切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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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方面看，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支持行业发展的政策，如专利保

护、科技创新奖励、税收优惠等，年初人工智能也被“新基建”，这

些极大地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此外，制定较为灵活的需求规划可能也是一种推进医疗 AI 落地

的方法，可依据医院的实际需求，以扩大医院的自主性，提高医疗的

精准性和高效性为原则，培养灵活资助的医疗需求市场体系。”薛忠

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适应市场需求，能够提高医疗健康水平，

能够提效提质的好的产品就会不断涌现。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医疗白皮

书》，对中国医疗人工智能商业化的难点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行

业标准亟需出台”。医疗场景下，数据脱敏需求强烈、数据操作合规

性要求高。标准的暂时缺位无疑影响这一领域的应用推广。因此中国

需要建立数据标准。除此之外，医疗 AI 产品的技术方法、测试指标

等也亟需出台。 

在另一方面，国内由医生参与和主导的产学研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

尚未形成一个规范、明确的流程或方案，还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障碍。 

汤珣介绍，由于西方国家的医生是独立个人，在商业化过程中产生

的权责利，比较容易做切割，因此在项目对外合作上也比较方便。 

“像协和医院和华西医院这些具有研发实力的大型医院，也有一些

体制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汤珣认为，在产转过程中，医生和医院需

要厘清其中涉及的知识产权、股份持有等问题。 

以前，医生进行职务发明，主要是为了评职称；现在基于产学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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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多方分工协作，产转公司、医院、医生三者之间的权责利如

何划分，如何既调动临床医生的积极性，又能处理现有体制下医生的

职务发明和创业问题，需要从医疗体制上进一步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