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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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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体能的工具

辅助体能的工具

辅助智能的工具



热点

参考消息网3月17日报道 韩媒称，谷歌Deep mind首席执行官（CEO）德米斯哈萨比斯宣
布“要将Alpha Go和医疗、机器人等进行结合”。为实现该计划，谷歌Deep mind首席执
行官（CEO）德米斯哈萨比斯今年初在英国的初创公司“巴比伦”投资了2500万美元。巴
比伦正在开发医生或患者说出症状后，在互联网上搜索医疗信息、寻找诊断和处方的人工智
能APP（应用程序）。如果Alpha Go和巴比伦结合，诊断的准确度将得到划时代性提高。



热点2015年8月IBM宣布，将以10亿美元收购
医学成像及临床系统供应商Merge 
Healthcare，并将其与旗下“沃森健康
”(Watson Health)部门合并。 IBM 现
在正在训练沃森成为一位癌症专家,在德州
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沃森已经成功修完了
两年的医学院课程，其内部存储着数以千
万计的医学杂志期刊和临床试验影像。每
当晨间问诊的时候，资深教授会要求各位
研究员总结病人的病历，沃森似乎总能给
出最好的答案。
2016年8月12日，IBM宣布沃森已登陆中
国。根据IBM宣布的计划，沃森将与国内
21所医院进行合作，帮助医生为肿瘤患者
制定更好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此事再次点
燃了人们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
的热情。
日前，东京大学医学研究院利用美国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IBM)公司研发的“沃森
”(Watson)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比对
2000万份癌症方面的研究论文，仅用不到
10分钟就判断出一名60岁女性患有罕见的
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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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对未来健康医疗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科技

 3D打印（一种添加物制造技术，以数字模型为基础，通过对
物体进行切片并逐层打印创造三维物体。3D打印靠的是创新
型“墨汁”，其打印原材料包括塑料、金属以及最近出现的玻
璃和木材。）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计算机生成模拟的三
维图像或完整场景，其空间受到一定限制，观众可以以现实的
方式与其进行互动。虚拟现实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通常需
要佩戴设备。）

 增强现实技术（ Augmented Reality ，AR，通过叠加图像
和/或音频 ，对现实世界的信息或视觉进行补充，进而提升用
户对于任务或产品的体验。对现实世界的“增强”是通过辅助
设备演示上述信息。）

 区块链（Blockchain）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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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Blockchain）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去

中心化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是一串使用
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一次比特
币网络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
个区块。



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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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 ）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物联网的

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
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
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广泛应用于网络的融合中，也因此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
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应用拓展，与其说物联网是网络，不如说物联网是
业务和应用。



医疗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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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州克朗斯维尔
市15岁男孩杰克.安德拉
卡在2013年发明的一种
早期胰腺癌的测试方法。
使得“癌症之王”-胰腺
癌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出
警报。

测癌试纸：发现胰腺癌在萌芽状态

PillCam：可吞服的药丸摄像头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现
在通过的一个微创新的结
肠镜PillCam Colon。体积
小（药丸大小）、可吞服、
效果毫不逊色专业的结肠
镜。

高科技眼镜：让癌细胞现行

在试验中，医生佩戴该头戴式显示设备后，
可以看到附着于癌细胞的分子靶向剂发出
的蓝色光，从而清晰辨别健康细胞和癌细
胞，准确“定位”患者体内的癌细胞



医疗穿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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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信：生命体征测量T恤
美信公司（Maxim Integrated）的
“Fit衫”。利用内嵌的传感器来测量
心电图、体温及用户活动量等，设想
供医疗机构用来持续监测患者的生命
体征

TI HealthTech产品组合助力个人健身装置
整合了TI的全球企业资源，以大量且丰富的模拟
及嵌入式处理器组件知识，和在健身应用领域的
经验提供支持。例如，心跳/健身监控装置可衡量
一个人的运动量和速率（如英哩和动作节奏）。

Valencell：可随身穿戴的
微型生理监测模块
让OEM代工业者能将之整
合至耳塞式耳机、臂带或
腕带等可穿戴式运动与健
身产品。

Google Glass首现医疗领域全
程直播外科手术
东缅因医疗中心的 Rafael 
Grossman 医生通过 Google 
Glass 的 Hangout 功能直播了
手术的过程

缤刻普瑞公司开发，一款外观像
一条项链的智能设备，支持
Android操作系统。将其戴在脖
子上，白天可以监测人们的运动
类型和运动量，晚上可以监测睡
眠状态。

国内的可穿戴式医疗设备：“魔豆”



健康信息的采集

Sensium
- Sensor interfacing
- Wireless transceiver
- Local processing

filtering data

Personal DA
- Wireless network

coordinator
- Personal information
- Local database

Health database
- Authorized (HL7)
- Combined
- Aggregated
- High quality

Lots of fuzzy and 

uncoordinated data
Moderate but somewhat

processed data
Data prepared and mined

For health personnel 



全面智能的感知：医疗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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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腕带
识别

药品、
器械
管理

库房
管理

病人实时
定位监控

病人治疗过程的全方
位感知和监控

ICU手术室资产管理、
医院资产定位和盘点
移动设备的定位和盘点

停车场控制
医疗垃圾管理

标本检验管理

护理电子病历 医瞩执行

移动查房

RFID
呼叫

护理评估
信息查询

集成生命体征采集
和监控

北京地坛医院试点应用
RFID对医疗器械包和医

疗垃圾车的实时跟踪管
理。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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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

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
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
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
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
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带来
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



达特茅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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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会议五十年后，

当事人重聚达特茅斯。左
起：摩尔，麦卡锡，明斯
基，赛弗里奇，所罗门诺
夫

1956年夏季，以麦卡赛、

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
等为首的一批有远见卓识
的年轻科学家在一起聚会，
共同研究和探讨用机器模
拟智能的一系列有关问题，
并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
这一术语，它标志着“人
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的
正式诞生。



人工智能（AI）的诞生:志存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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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夏，达特茅斯学院诞生：人工智能

 1965年，H.A.Simon（1916-2011，心理学家，1978诺
贝尔经济学奖，卡耐基-梅隆大学任职）：二十年内，机器将能
完成人能做到的一切工作。

 1967年，Marvin Minsky（1927-2016，认知科学家，麻
省理工学院AI实验室任职）：一代之内……创造人工智能的问
题将获得实质上的解决。

 1970年， Marvin Minsky：在三到八年的时间内，我们将
造出一台具有人类平均智能的机器。



人工智能的三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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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主义(Symbolicism)，又称为逻辑主义(Logicism)、心理学派
(Psychlogism)或计算机学派(Computerism)，其原理主要为物理符号
系统(即符号操作系统)假设和有限合理性原理。 1956年首先采用“人工智
能”这个术语。后来又发展了启发式算法→专家系统→知识工程理论与技术，
并在80年代取得很大发展。

 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又称为仿生学派(Bionicsism)或生理学派
(Physiologism)，其原理主要为神经网络及神经网络间的连接机制与学习
算法。 60-70年代，联结主义，尤其是对以感知机(perceptron)为代表
的脑模型的研究曾出现过热潮，由于当时的理论模型、生物原型和技术条件
的限制，脑模型研究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落入低潮。直到Hopfield
教授在1982年和1984年发表两篇重要论文，提出用硬件模拟神经网络时
，联结主义又重新抬头。

 行为主义(Actionism)，又称进化主义(Evolutionism)或控制论学派
(Cyberneticsism)，其原理为控制论及感知-动作型控制系统。 60-70

年代，控制论系统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播下智能控制和智能机器人的种子
，并在80年代诞生了智能控制和智能机器人系统。



人工智能的坎坷之路：面对现实

基于基本通用机制的智能“推理机”

知识+通用机制“专家系统”

知识+数据（信息）+通用机制“数据应用”

www.themegallery.com



人工智能三大流派均获得发展

符号派

连接派

行动派

知识表示

神经网络

机器人

知识图谱

深度学习

增强学习

模拟人的心智

模拟脑的结构

模拟人的行为



逐渐走向实用化的AI应用领域

人工智

能

自然语

言处理
机器视

觉

数字营

销

语音识

别

数据服

务

智能驾

驶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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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年
6月23日－1954年6月7日），英国数学家、逻辑学
家，被称为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

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
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现代计算机、博弈

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诸多领域内有杰出建树的
最伟大的科学全才之一，被后人称为“计算机之父”
和“博弈论之父”。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年4月30日—2001年2月24日）
是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创始人。



大数据
计算机应用发展的历程

 第一阶段：数值计算时代（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

科学计算 通常是一些物理数值 单一的语义特征 计算数学的方法

专业人员编程 天气预报、航空航天等

 第二阶段：结构化数据应用时代（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结构化数据：是指一个基本完整的数据，是由多个有明确定义的数据
段组合而成。例如：病案首页、检验报告单等。

结构化数据可以被一个有限维度语义空间来严格定义。

关系型数据库理论 关系型数据库 各种应用软件系统

软件工程师 软件工程 软件产业

面向流程的应用设计开发方式，数据是按照业务过程来管理的

 第三阶段：非结构化信息应用时代（2000至今）

互联网的普及 B/S模式应用系统 非结构化信息（图像、视频、语音、
E-MAIL，微博，微信，QQ等）

非结构化信息无法用一个有限维度语义空间来定义，它包含了大量丰富
的，跨越一定时空的内涵。

面对信息大量无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还没有形成主流的信息管理方法。



大数据的三种类型

静态海量数据 动态海量数据

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据

• 核心系统

• 文本
• 音频
• 视频
• 社交网络
• 微薄/新闻
• 邮件
• 外部数据

• 网络点击流
• 日志文件
• 实时传感信息
• 实时路况信息/GPS
• 实时行情

数据仓库平台

业务报表
数据挖掘

非结构化数据平台

企业搜索
内容挖掘

流数据平台

实时监控监测
实时行动推荐数

据
类
型

数据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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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平台与分析能力的整合，实现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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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创
新

客户体验创新

服务创新

流程创新

模式创新

实时分析

流数据平台

• 实时监测
• 实时服务
• 实时质量控制

流数据

数据仓库平台 商业智能应用
• 业务报表
• 决策分析
• 监管合规

传统关系型数据

自然语言处理
文本分析
内容挖掘

非结构化
数据平台

• 舆情分析
• 声誉品牌管理
• 精准营销

非结构化数据

社交网络数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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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的智能

计算机的本质：算数的机器

所有的问题都是计算问题吗？

人的智能的本质：

超级复杂系统 140亿神经元

隐形与显现智能

医学：Nature（自然）Art（艺术）

Science（科学）Humanity（人文）

www.theme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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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医疗对象具有个体化特点，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标准化的
指南并不能满足个体化的患者，如果临床医学不考虑这种个体化特点，
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治疗效果。



目录

5. 我们的目标

目录

1 大数据的技术背景

2 健康医疗大数据

3 健康医疗的变革



www.themegallery.com

大数据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定义和分类

 定义：涵盖人的全生命周期，既包括个人健康，
又涉及医疗服务、疾病防控、健康保障、食品安
全和养生保健等多方面数据的汇集和聚合。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分类

基础数据：各种健康医学标准和基因组学数据

诊疗数据：电子病历、医学影像、医学检验数据等

健康数据：体检和个人日常采集的健康医疗数据

运营数据：与健康医疗相关的机构运营数据



1

2

3

4

数据结构多样
价值密度多维

数据规模大

数据真实性

数据增长快

5 数据价值巨大

 个人全基因测序数据达100GB 
 中国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50年积累的医疗数据量

达到10个PB级

 医疗大数据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长

 便携式可穿戴医疗检测设备，实时监测产生动态数
据

 记录型的结构化数据（EHR/EMR）
 纯文本或PDF格式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文档数据
 DICOM格式的影像数据
 新型的组学数据

 诊疗数据质量高，错误率低
 要求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精准

 预计2020年应用市场规模将达390亿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特点

特有特征

长期性

时空性

语义性

隐私性



大数据环境下的医学形态

30

检验
量化

诊断
评估

疾病
预防

数据驱动

•EMR EHR PHR 

•数据的可及性、完整性

•多专科协作

•分子组学到临床

•内环境与外环境

•互联网医疗

•实景医疗

•精准医疗

治疗
干预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困境

医疗机构

智能手机
可穿戴
设备

CDC

学校
社区

纸质
病历

POCT

医疗保险
机构

数据爆炸却无法使用是由于：

碎片化、无标准、无语义、不可互操作！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挑战

健康医疗大数据确实充满了机会，但当前
其发展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安全与隐私缺少保障

数据共享与互联互通存在障碍

高质量的数据来源仍然有限

医疗领域自身的复杂性带来的门槛

商业模式难落地

www.theme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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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数据中心



开放医疗与健康联盟(O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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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推广工作组 2.术语和数据工作组

3. 开放文档格式工作组 4. 开源工作组

OMAHA联盟 秘书处

OMAHA基金会 理事会

OMAHA联盟 理事会

5. 隐私和安全工作组



健康大数据中心

信
息
技
术
提
供
商

个人

医疗机构

第三方
服务机构

监管方

支付方

传感器

便携
设备

患者产生的数据（PGHD） 机构“托管”的数据

“个人生命云”的建立

出生前 死亡

基础设施
技术支持和指导

反馈 收集
和反馈

硬
件
提
供
商

提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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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数据中心

纸质病历 电子病历 文档格式化 统一标准化

可及  结构化

 完整化

 移动化

 互关联

互通 互操作

个人获得自己的医疗健康数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历数
据汇聚、电子化、结构化、标准化



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和
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将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培育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新业态，建设医疗大数据产业体
系等，作为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2016年8月25日，历经四次审议，被称为深圳
医疗“基本法”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获得通过，并将于2017年的1月1日起实施。
其中明确“向患者公开全部病历，保障患者知
情权 ”。



愿景

孩子出生后的那一天开始，会有一
个完全等同的数字化虚拟人体伴随他/
她同步成长，作为他/她的健康档案和
医疗试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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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战略

经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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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基于症状与体征

基于队列与大数据

基于基因与大数据

临床大数据

医学发展的未来



精准医学

今晚，我宣布推出一个新计划——精准医疗计划（Precision Medicine Initiative）
，这将使我们更接近治愈癌症、糖尿病等疾病，同时让我们自己以及家人能够获得更
多保障我们健康的个性化信息。”——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
的国情咨文，2015年1月30日。



精准医学
 什么是精准医疗



精准医学 为何现在推动精准医疗



精准医学
 精准医疗的短期目标



精准医学 精准医疗的长期目标



精准医学

http://www.most.gov.cn/tztg/201603/t20160308_124542.htm



www.themegallery.com

大数据大数据时代的健康医疗

国际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其报告中指出，排除体制障碍，大

数据分析可以帮助美国的医疗服务业一年创造3000亿美元的附加
价值。具体体现在医疗服务业5大领域(临床业务、付款/定价、研
发、新的商业模式、公众健康)的15项应用，这些场景下，大数据
的分析和应用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提高医疗效率和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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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业务
在临床操作方面，有5个主要场景的大数据应用。麦肯锡估计，如果这些应用被充
分采用，光是美国，国家医疗健康开支一年就将减少165亿美元。

 比较效果研究

通过全面分析病人特征数据和疗效数据，然后比较多种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可
以找到针对特定病人的最佳治疗途径。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诊疗质量

 医疗数据透明度

提高医疗过程数据的透明度，可以使医疗从业者、医疗机构的绩效更透明，间
接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

 远程病人监控

从对慢性病人的远程监控系统收集数据，并将分析结果反馈给监控设备(查看
病人是否正在遵从医嘱)，从而确定今后的用药和治疗方案。

 对病人档案的先进分析

在病人档案方面应用高级分析可以确定哪些人是某类疾病的易感人群。



付款/定价
对医疗支付方来说，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对医疗服务进行定价。

以美国为例，这将有潜力创造每年500亿美元的价值，其中一半来源于国家医疗开支的降低
。

 自动化系统

自动化系统(例如机器学习技术)检测欺诈行为。业内人士评估，每年有 2%~4%的
医疗索赔是欺诈性的或不合理的，因此检测索赔欺诈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通过一个全
面的一致的索赔数据库和相应的算法，可以检测索赔准确性，查出欺诈行为。这种欺诈
检测可以是追溯性的，也可以是实时的。在实时检测中，自动化系统可以在支付发生前
就识别出欺诈，避免重大的损失。

 基于卫生经济学和疗效研究的定价

在药品定价方面，制药公司可以参与分担治疗风险，比如基于治疗效果制定定价策略。
这对医疗支付方的好处显而易见，有利于控制医疗保健成本支出。对患者来说，好处更
加直接。他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创新的药物，并且这些药物经过基于疗效的研究。
而对医药产品公司来说，更好的定价策略也是好处多多。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市场准入
可能性，也可以通过创新的定价方案，更有针对性疗效药品的推出，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欧洲，现在有一些基于卫生经济学和疗效的药品定价试点项目。一些医疗支付方正在
利用数据分析衡量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服务，并依据服务水平进行定价。医疗服务支付方
可以基于医疗效果进行支付，他们可以与医疗服务提供方进行谈判，看医疗服务提供方
提供的服务是否达到特定的基准。



研发
医疗产品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提高研发效率。拿美国为例，这将创造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
值。

 预测建模

医药公司在新药物的研发阶段，可以通过数据建模和分析，确定最有效率的投入产出比
，从而配备最佳资源组合。

 提高临床试验设计的统计工具和算法

使用统计工具和算法，可以提高临床试验设计水平，并在临床试验阶段更容易地招募到
患者。通过挖掘病人数据，评估招募患者是否符合试验条件，从而加快临床试验进程，
提出更有效的临床试验设计建议，并能找出最合适的临床试验基地。

 临床实验数据的分析

分析临床试验数据和病人记录可以确定药品更多的适应症和发现副作用。

 个性化治疗

另一种在研发领域有前途的大数据创新，是通过对大型数据集(例如基因组数据)的分析
发展个性化治疗。这一应用考察遗传变异、对特定疾病的易感性和对特殊药物的反应的
关系，然后在药物研发和用药过程中考虑个人的遗传变异因素。

 疾病模式的分析

通过分析疾病的模式和趋势，可以帮助医疗产品企业制定战略性的研发投资决策，帮助
其优化研发重点，优化配备资源。



新的商业模式
大数据分析可以给医疗服务行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

 汇总患者的临床记录和医疗保险数据集

汇总患者的临床记录和医疗保险数据集，并进行高级分析，将提高医疗支付方
、医疗服务提供方和医药企业的决策能力。比如，对医药企业来说，他们不仅
可以生产出具有更佳疗效的药品，而且能保证药品适销对路。临床记录和医疗
保险数据集的市场刚刚开始发展，扩张的速度将取决于医疗保健行业完成EMR
和循证医学发展的速度。

 网络平台和社区

另一个潜在的大数据启动的商业模型是网络平台和大数据，这些平台已经产生了
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比如PatientsLikeMe.com网站，病人可以这个网站上分享
治疗经验：Sermo.com网站，医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分享医疗见解：
Participatorymedicine.org网站，这家非营利性组织运营的网站鼓励病人积极
进行治疗。这些平台可以成为宝贵的数据来源。例如，Sermo.com向医药公司
收费，允许他们访问会员信息和网上互动信息。



公众健康

大数据的使用可以改善公众健康监控。公共卫生部门可
以通过覆盖全国的患者电子病历数据库，快速检测传染
病，进行全面的疫情监测，并通过集成疾病监测和响应
程序，快速进行响应。这将带来很多好处，包括医疗索
赔支出减少、传染病感染率降低，卫生部门可以更快地
检测出新的传染病和疫情。通过提供准确和及时的公众
健康咨询，将会大幅提高公众健康风险意识，同时也将
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所有的这些都将帮助人们创造更
好的生活。



我国医疗健康行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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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

资源有限、利用率不高

• 优质医疗资源有限且不平衡
• 医生经验和精力有限
• 没有充分发挥医生的价值

信息不对称、医患纠纷

• 医学信息不对称
• 民众医学健康、预防、康复知识

匮乏
• 缺乏病人的主动参与

行业复杂性

• 个体差异性大
• 医疗疾病种类繁多
• 医疗检查、诊断、治疗、用药不断发展
• 新的疾病不断产生和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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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健康行业面临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0

0.5

1

1.5

2

2.5

2000 2015 2020

1.3

（10.5%）

2.2

（15.8%）

2.5 

（17.5%）

60岁以上老年人口（亿）及占总人口的比重

我国医疗健康行业面临的挑战



国家14项健康大数据应用发展的重点任务

时间表



国家14项健康大数据应用发展的重点任务

任务清单











业务
需求驱动

技术驱动 数据驱动

网络环境下业务的计算机化

业务流转变为信息流，业务功能转化为系统功能模块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数据是一项宝贵战略资产

如何发挥数据的作用？

• 业务需求驱动、问题导向
• 面向一线业务

• 网络技术
• 数据管理技术
• ……

• 以数据为基础，挖掘价值
• 面向分析师、决策人员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