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周报 

（第三五八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20 年 1 月 10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0 年 1月

6日到 2020年 1月 10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等。 

一、信息目录 

1．百度 AI 医疗落地元年：瞄准基层 CDSS 应用  （HIT 专家

网） 

2．浙江分级诊疗新探索让基层儿科医生强起来  （中国数字

医学） 

3．四川探索人工智能 CT技术 赋能边远地区医疗发展  （中

国数字医学） 

二、具体内容 

1.标题：百度 AI 医疗落地元年：瞄准基层 CDSS 应用 

     媒体：HIT 专家网 2020-1-9 

         链接：https://www.hit180.com/41399.html  

         主要内容： 

https://www.hit180.com/41399.html


 

“百度的新使命是‘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在医疗

领域也一样，百度灵医智惠希望利用 AI技术帮助和提升医疗公平

性，让基层医生获得更专业的指导和经验，帮助其更好服务患者。”

2019年 12 月底，在位于北京总部的百度科技园，百度智慧医疗

总经理黄艳向 HIT专家网等媒体回顾起一年半以来百度 AI医疗业

务进展，并展望 2020 年发展规划。 

百度为什么进入医疗 AI 

 “2017年，百度开始提出利用 AI 技术赋能 B 端行业的整体

战略转型，当时就计划把医疗行业作为 AI to B 的重点行业去深

耕，从战略角度围绕百度 AI 能力在医疗行业做深。”黄艳说。 

2018年 4 月，百度专门成立智慧医疗部门，聚焦以 AI 技术

赋能基层医疗，原名“百度灵医”，2019 年将品牌升级为“灵医

智惠”。目前，“灵医智惠”基于 AI技术中台，致力于提供临床

辅助决策系统（CDSS）、眼底影像分析系统、医疗大数据解决方

案、智能诊前助手、慢病管理等五类解决方案，服务院内院外全

场景。 



黄艳解释说，“我们希望让医疗行业使用 AI的门槛不断降低，

并不只是针对医院和医生，还要帮助服务于医院、医生的很多生

态合作伙伴，比如医疗信息化厂商等，希望大家共同促进行业发

展。” 

在黄艳看来，医学知识、AI 技术、生态渠道等是医疗 AI发

展的必要因素。在 AI 技术方面，百度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 AI 底

层能力，特别是积累近 20 年的认知层 AI 能力，其中的自然语言

处理和知识图谱，恰恰是医疗 AI 最重要的两项技术能力。百度无

需再投入相应研发资源从头构建，这是百度进入医疗 AI 一年半就

取得快速进展的重要原因。 

而在知识方面，2019 年，百度与人民卫生出版社等权威医学

知识出版商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同时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北大医疗集团等几十家医疗机构的临床专家合作，

百度本身也拥有数十名来自三甲医院的全职医学专家团队。据悉，

百度智慧医疗团队中有三分之一成员是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

学等专业毕业；三分之一具备医疗信息化、药企等从业背景；三

分之一是互联网背景，可以说是一个“医工结合”的团队。 

除了循证 AI技术和医学知识积淀，灵医智惠还在数据安全上

牢牢把关。“医疗数据关乎个人隐私，因此更需要严格的数据保

护。”黄艳说道。灵医智惠基于百度自主研发的开源深度学习平

台——飞桨，全流程自主可控；同时，通过一整套严格审计的覆



盖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业务安全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保障医

疗数据的安全及合规使用。 

 

百度临床辅助决策系统在北京市平谷区 18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上线，帮助基层医生。 

 “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医疗很难脱离于 G 端和 B 端去谈 C

端，如何把百度 AI和互联网能力结合并发挥出来？我们认为应该

是先做 B端，再往 C 端走。”黄艳表示，从整体看，AI 对于医疗

行业能在两方面起到作用：一是应用在大型三甲医院和基层医疗

机构中，AI能够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二是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

过程中，AI可以不断帮助治理数据，让更高质量的数据沉淀下来。

从长远看，还可延伸医疗大数据的价值，进行药品研发、商保产

品研发和患者触达。 

瞄准基层率先落地 AI 应用 

为何选择从基层医疗机构切入医疗 AI？在黄艳看来，中国面

临优质医疗资源少且分配不均衡的痛点，最大问题体现在基层：



医疗资源供需严重失衡，基层群众的医疗需求大，但基层医生的

能力有限，漏诊、误诊现象时有发生。百度希望通过 AI能力形成

一些产品化、标准化的工具，帮助基层避免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其中 CDSS 就是落地基层的重要产品之一。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基层建立同质化、标准化的医疗路径，

帮助基层医生避免一些针对于常见病的误诊和漏诊，同时帮助他

们进行科学的转诊。”黄艳说，“其实基层医生最难做的是，如

何合理判断自己能处理还是应该往上转，所以双向转诊就是 AI能

起到很强作用的领域之一。” 

 “灵医智惠”面向基层打造的 CDSS 包括辅助问诊、辅助诊

断、治疗方案推荐、相似病历推荐、医嘱质控、病历内涵质控、

医学知识查询等七大模块，通过对接 HIS 系统，无缝“嵌入”医

生工作站，医生可随时便捷地获取所需信息。 

在实地探访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马坊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赵医生介绍，“CDSS对于刚毕业的低

年资医生帮助很大，同时高年资医生也可以利用系统提供的模板

进行病历录入，整个流程特别快。”在 CDSS 的辅助下，医生可以

在系统中进行疾病查询、检查查询、用药查询、知识查询等。 



 

百度 CDSS 赋能基层临床诊断全场景 

 “平谷区约有 40多万人口，包括约 10 万老年人群。平谷区

基层医疗机构非常有代表性，家庭医生既是我们的用户，也相当

于我们的‘产品经理’，双方合作非常紧密，2019 年 12月初还

上线了最新版本。”黄艳表示，平谷区是“灵医智惠”基层版 CDSS

的研发和展示基地，全区 1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上线 CDSS。

2018年底，百度就与平谷区卫生健康委展开合作，从落地至今 1

年多来不断打磨迭代新版本。目前，“灵医智惠”CDSS已在全国

100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落地，分布在 18 个省、市、自治区。 

融入医疗 AI 生态 

 “医疗是一个生态非常复杂的行业。要做成一个好的产品，

能够被医院用起来，必须融入生态，而不是打破或重建这个生态。”

黄艳说。 

于是，百度选择广泛地联合生态伙伴，包括政府部门、医疗

机构、医学知识出版商、数据运营商、医疗信息化企业等，注重



优势互补。比如，百度最早于 2018 年就开始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

中心在眼底影像分析系统研发方面合作，共同举办国际权威眼科

AI 比赛、制定业内首个眼底彩照标注标准等。 

而要使 AI 真正在医院落地，必须要融入医院业务流程，这离

不开与 HIS 打通、集成等。百度如何定位与医疗信息化厂商之间

的竞合关系？黄艳对 HIT专家网表示，从最开始决定做医疗 AI时，

百度灵医智惠就在思考与医疗信息化厂商的关系如何定位。“目

前来看，我们一直坚持的定位很成功。简单理解就是百度做‘AI

中台’，信息化厂商专注业务层应用。”黄艳说，“当智慧医疗

成为发展趋势时，信息化厂商都试图在自己的业务层增加智慧化

能力。但是 AI 是非常专业化的能力，需要靠专业厂商来做。所以

百度就在中间定义了一层 AI 中台。” 

中台向上可承接各家医疗信息化厂商的应用，如 HIS、EMR 等

信息系统；向下能对接数据，基于数据输出 AI 模型，再把 AI能

力赋能到上层医疗信息化厂商。据透露，2019年，除了与东软集

团达成从战略到资本层面的深度合作外，百度还与国内其他十多

家医疗信息化厂商采取了不同合作方式，可在系统层面进行充分

对接。 

 “2019年是‘灵医智惠’落地元年，很多产品都在这一年

得到广泛落地和验证，也完成了前期技术积累，以及渠道生态圈

的初步建立。2020年，我们会沿着既定战略继续往前走，进一步

加速落地。”黄艳说。 



2.标题：浙江分级诊疗新探索让基层儿科医生强起来 

   媒体：中国数字医学 2020-1-9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JunEibtcBcws8tJvfM11TQ  

 主要内容： 

“前几年，浙江儿科医生流失率超过 30%，近几年稳定在 20%

左右。”在近日举行的浙江省儿童疾病分级诊疗项目年度总结报

告会上，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说，浙江通过分级诊疗与

培养基层儿科人才相结合的创新探索，逐步破解儿科医疗资源总

量不足、优质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2019年度，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浙大

儿院”）分别在浙江温州、义乌等五地开展了多场分级诊疗基层

儿科医生培训班，累计培训基层儿科医生 1083 人次。 

浙江以提升基层儿科医生诊治能力作为重点，探索出了一套

集培训、笔试、认证为一体的标准化操作体系。 

首先，医院组织专家下沉基层，到医联体单位对基层儿科医

生开展点对点培训，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技术带给基层；然后，

组织医生参加“浙江儿科联盟认证医师”笔试和认证，认证标准

参照该院主治医师标准，力争在地方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最后，构建完整的浙江省儿童疾病分级诊疗平台，为医联体单位

双向就诊建立“绿色通道”，畅通急危重症患儿的向上转诊通道

和慢性期、恢复期患儿的向下转诊渠道。 

https://mp.weixin.qq.com/s/JunEibtcBcws8tJvfM11TQ


最新数据显示，由浙大儿院发起建立的浙江省儿童疾病分级

诊疗平台，目前已有 34家基层单位。2019年，该平台已完成危

重症患儿上转 338例，家长满意度高达 95%；慢性期、恢复期患

儿下转 323 例。 

 “以培养儿科精英医生为重点，把分级诊疗制度落实下去，

让基层儿科医生强起来，这不仅关系到儿科医生整体水平和诊疗

同质化，还有利于形成分流与助攻，缓解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浙大儿院党委书记舒强说。 

3.标题：四川探索人工智能 CT 技术 赋能边远地区医疗

发展 

    媒体： 中国数字医学  2020-1-10 

        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15wQOhPmpd_g7kCtFhAyZg  

   主要内容： 

1 月 8 日，四川省甘孜州人民医院内，医生通过 5G网络

将患者的 CT影像传输至几百公里外的人工智能设备，不到一

分钟，设备自动完成 CT影像质控、脏器分割、疾病辅助诊断

的分析工作，并将分析结果呈现在专家面前。1 月 8 日下午，

一项人工智能 CT 技术亮相成都，为“科技医疗”提供了一个

新应用场景。 

在现场看到，这项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腹部 CT质控及

辅助诊断的应用技术，远程连接了阿坝州人民医院、甘孜州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15wQOhPmpd_g7kCtFhAyZg


人民医院、凉山州人民医院，且准确、高效完成了腹部 CT 质

控和辅助诊断目标——准确判断出了扫描部位的边界、清楚

地区分伪影等干扰因素、将各个主要脏器精准区分、准确找

出可疑病变并分割病变区域。 

该项目负责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影像技术系主

任李真林教授介绍，目前 CT检查在临床上有两个凸显的问题：

由于不同级别医院的 CT技师和医师的经验水平差异，造成影

像质量、诊断准确性不一致；因医疗人力资源有限，虽 CT 设

备能够重建出更多的影像数据，但被观察到的 CT影像信息有

限，易造成漏诊。 

 “这项人工智能 CT 技术能促进影像检查质量的‘同质

化’和‘影像检查结果互认’，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精

准成像与精确诊断；预防大范围扫描，降低辐射危害；降低

漏诊与误诊，减少重复检查，节约医疗资源。”李真林说，

同时基于 5G平台的应用，能助力像甘孜、阿坝、凉山这样的

偏远山区百姓“足不出州”即可享受专家级的快速精准诊断，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解决少数民族同胞看病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