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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基础设施

AI模型构建、训练
工具

TensorFlow

CAFFE

TheanoCNTK PaddlePaddle

MXNet

AI通用功能

芯片：GPU, FPGA, ASIC
云计算：网络，存

储，计算

AI+行业应用 医疗：手术机器人，影
像，助理

自动驾驶 城市：交通，政务，安防 金融

传统芯片公司利用AI提高其市场占有率；专用芯
片公司希望通过AI实现弯道超车。

AlexNet
AI算法模型

GoogLeNet ResNet AI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数学模型，描述网络层次、连接等架构。由高校或大公司研发，通过学术
论文公开发表，免费使用。体现了企业研发水平。经典网络可以解决通用问题，医学影像需要根据
经验调整网络，这是产品性能差异化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为高质量数据）。

谷歌 微软

亚马逊 Facebook 伯克利Torch

Benjio百度

官方开发/支持 民间

分类 分类 分类

FCN 分割 RNN 语音 检测Yolo

AI训练云平台
腾讯DI-X 阿里云PAI2.0

亚马逊AWS 微软Azure

智能图像 智能语音

自然语言处理

人脸识别，OCR，场景识别 语音识别、合成

情感分析，句法分析，语法分析

使用AI算法工具方便了算法模型的代码实现、以及模型训练。大公司为吸引
开发者通常自行开发、或支持某一框架工具，并且将其开源；同时民间也有
性能相当的框架。可以在公司网站，Github代码管理平台免费下载。

AI训练云平台平台，由互联网巨头提供，目的为了打造生态圈，吸引垂直应用，提供现成AI模型及AI框架，用户仅
通过图标拖拽就可完成神经网络建模与训练：只需把手上的数据交给云，同时花钱购买算力（如CPU集群，GPU

集群），就可获得AI应用。。

针对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通用功能提供成熟AI算法，通过云API或者离线SDK

的模式调用。除BAT等互联网巨头外，专用云计算厂商提供此类服务，如：语音、
语义基础功能；如：人脸检测、人脸搜索、人脸核身等图像功能。

垂直应用厂商，往往是数据的拥有者，通过选择不同AI实
现方法，完成AI建模、训练，实现所需功能。应用

AI

开
发
工
具

基础
设施

算法

功能

云计算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未来竞争的主场，预计未来8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20%。各大互联网公司希望通过AI应用，
提高其云计算占有率。

视频分析 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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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司依据自身的发展定位，在AI产品的商业模式及战略定位上是有所不同的，主要
有以下几大类：

1. 互联网巨头：全要素布局，旨在围绕AI云计算平台打造生态系统，短期目标为促进云
计算平台推广，长期目标则为了促进被称为 “未来操作系统”的AI市场；

2. 大放厂家：利用全产品线优势，建设人工智能生态，集合各个厂家的优秀AI应用，促
进分级诊疗、医联体的推广；做端到端的AI应用，提升大放设备的竞争力；

3. 传统AI公司向医疗拓展：以AI通用技术（语音、图像）为工具切入医疗，并在深度、
广度上拓展。如利用语音识别、综合，语义分析技术的AI导诊、电子病历转录，基于
深度神经网络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等。在AI通用功能，AI算法模型及AI行业应用等要
素中，都有相关服务及产品；

4. 人工智能+医疗初创公司：多为拥有深厚技术背景的海外归国团队创立，有国际大公司
及高校的前期技术积累，在AI算法模型要素上有其优势。同时灵活性强，对外合作商
务模式灵活，产品快速迭代；

5. 传统医疗公司向AI拓展：优势在于沉淀的医院信息化系统产品，有天然的创新场景及
落地优势，往往最方便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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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冷链系统

海信移动护理系统

智慧医院系统解决方案

海信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

海信医用显示系统

人工智能+医疗的价值定位：辅助医生，为传统
医学实践的增值服务。提供增值服务需要有载体，
而这正是传统医疗公司的强项。

1. 基于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实现端到端的智能
诊疗方案。

- 疾病诊断、定量分析、手术方案

2. 为系统解决方案场景进行人工智能赋能
- 与智慧阅片室、远程会诊、数字化手术室等系
统解决方案结合，为人工智能在医疗的落地提供
了多项场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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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刨性肝切除、实时计算
每段体积比

血管流域分析

非解刨性肝切除的曲面切割

肝脏、血管组织自动分割

介入手术规划二维肝分段显示
海信CAS计算机辅助手术系统
腹腔（肝、胆、胰、脾、泌
尿），胸外精准外科手术提供
高效、精准、简洁的影像重建、
量化分析及智能手术规划系统。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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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癌引起胆管扩张

肝中巨大肿瘤

肝脏多发肿瘤

腹膜后肿瘤 肾上腺肿瘤 肺部纵膈肿瘤

肺功能分段肾脏分段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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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及胸肺计算辅助手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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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连接区

婴儿B婴儿A

肝脏连接区

婴儿B婴儿A

婴儿A

婴儿B融合成
像

异常血管相互沟通
左右肝交叉供血区

连
体
婴
儿
肝
脏
计
算
机
融
合
成
像
（肝
脏
）

腹腔及胸肺计算辅助手术系统



肝脏三维大数据库的建设03

8/15

该平台对不同年龄组近万

例的人类正常肝脏及主要

肝胆胰疾病的数字模型进

行三维展示；

结合原始检查数据和病历，

全方位将数字肝脏在数据

库开放平台中体现；

基于此大数据平台已研究

出人类肝脏新分型方法，

并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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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CH-001-CBD-001095,6岁足月产女性患儿，体重32KG。
主诉：上腹痛2年，加重10天，呕吐1天。

现病史：患儿2年前无明显以偶因出现上腹痛，伴发热，最高至38.5℃，无畏寒
寒战，伴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腹泻，就诊于青岛市儿童医院，行腹部B超
及MRI检查示“胆总管囊肿、胰腺炎可能”，给予消炎、补液、禁食、解痉等治疗，
患儿症状改善好转出院。10天前，患儿再次出现上腹痛，伴纳差，就诊于青岛市儿
童医院，考虑为“胃部疾病”，予药物治疗未见好转。1天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
现呕吐，呕吐物为白色粘液，就诊于我院，行上腹部CT考虑胆总管囊肿，门诊以
“胆总管囊肿”收治入院。患儿自发病来，神志清，精神可，大小便正常，体重无
明显变化。

查体：腹平坦，肝脾未及，无包块，右上腹轻压痛，无反跳痛，局部有肌紧
张，腹部叩鼓，肠鸣音4次/分。

辅助检查：
上腹部增强CT：先天性胆管囊状扩张（IV型）可能性大，胆总管十二指肠胰腺段及十二指肠壁内段显示不清， 胆囊壁增厚，肠系膜根部散在散在略
大淋巴结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WBC 12.02*10~9/L NEU 10.14*10~9/L RBC 4.25*10~12/L HB 120g/L PLT 267*10~9/L
生化全套：ALT 395.00U/L AST101.00U/L TP 51.79g/L ALB 33.85g/L GGT 520.00U/L BIL-T 22.89umol/L BIL-D 11.15umol/L CREA 40umol/L
肝炎全套: HAV-IgM 0.10S/CO HBcIgM 0.050S/CO HCV-cAg 0.08S/CO HEV-IgM 0.04S/CO HBeAg 0.25S/CO Anti-HBe 1.81S/CO Anti-HBc 0.04S/CO
炎症反应标志物：CRP 11.08mg/l
诊疗过程：
CT结果输入海信CAS系统后行3D重建及手术规划后，于2016-8-23全麻下行“胆总管切除术”手术治疗：
术前三维重建及手术方案设计：
将0.625mm双源薄层CT资料的静脉期和动脉期Dicom格式文件导入海信CAS系统。
通过调节窗宽窗位调整CT序号，对肝实质，胆囊，下腔静脉，肿瘤，肝动脉、门静脉及肝静脉等进行三维重建；系统自动计算肝脏体积。
手术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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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步骤：
麻醉成功后，患儿取平卧位，2.5%碘伏消毒手术区皮肤，铺无菌巾单。取右上腹纵口长约5cm，切开皮肤、皮下织组，腹直肌前鞘、腹直肌，后鞘和腹膜。
探查见：胆总管3×2cm大小，胆囊管迂曲，长约5cm。剥离、切除胆囊，游离胆总管，将之横断：①近端即肝总管，剪裁后被吻合用；②远端游离切除囊肿
内壁，直至胆总管开口于十二指肠处，冲洗后予以结扎缝扎。距treits韧带20cm处横断空肠：①近端与其远端25cm处的空肠侧壁行端侧双层吻合，吻合口
通畅；②远端断端封闭，其侧壁剪开，并经横结肠后提至肝门处，与剪裁的肝总管行端侧双层吻合。缝合修补胆囊床及系膜裂孔，肝门部放置橡胶引流管
一根。温盐水冲洗腹腔。检查无活动性出血，清点纱布器械无误，依次缝合腹壁各层。手术顺利，麻醉满意，出血不多，未输血，术后病人先进入麻醉恢
复室，苏醒后回病房手术时手术者可开启Hisense CAS系统手势控制功能，对肿瘤的解剖结构进行实时、全方观察、评估，起到术中导航作用。
术后病理:
1.胆囊组织呈慢性炎。
2.（囊肿壁）囊肿性病变，囊壁构成于排列紊乱的肌层及纤维组织，部分慢性炎细胞浸润伴血管扩张充血，衬覆少许胆管上皮，部分增生较著，符合胆总
管囊肿改变。
术后给予抗生素消炎治疗，静脉高营养、全量补液及对症支持治疗，患儿恢复良好，伤口无渗血渗液，无红肿疼痛，于2016-9-1出院。
随访情况：
1周：□ml 1月：□ml 3月:□ml 6月：□ml 1年：□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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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楼层索引、专家信息、

医院动态，运营商业广告，

增加额外应收

病区走廊
科室之窗

健康宣教

替代纸质海报

门诊楼中厅挑空
发布班级信息、课程信息

班级活动、学校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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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房电视复用

诊疗计划

一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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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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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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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坐诊信息

直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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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AI赋能海信系统解决方案产品

数字化手术室 远程会诊中心

信息发布、分诊叫号等系统 智能影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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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结合海信医疗在医院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中的技术及市场积累，为人工智能医学影像产品的落地
提供了多项场景创新：

1. 应用创新场景一：手术智能助手：数字化手术室+人工智能语音+医院信息系统

未来的手术室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以数据驱动的手术室。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每台手术都会有各种突
发状况，手术医生需要第一时间获取各种相关信息。术中语音助手可以通过语音、语义技术准确理解医
生提问，并与医院信息系统、手术室数据库连通，为医生提供相关信息与建议。

2. 应用创新场景二：手术超声影像实时导航：数字化手术室+CAS+人工智能实时术中影像配准

术中实时采集超声影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解剖组织对位，完成术中实时超声影像与术前的
CT/MR等数据配准。可以将术中实时影像与基于术前三维重建的模拟手术方案的配准，为医生提供全局手
术视角，并对关键位置预警。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手术的精确度与安全性。

3. 应用创新场景三：手术过程记录及分析：数字化手术室+术野摄像头+人工智能分析

外科手术中针对不同手术部位，手术类型、手术入侵程度，都有固定的器械搭配及标准的操作流程。通
过全方位的术野摄像头可以全程捕捉手术视频，对视频语音及图像进行综合分析，对视频内容理解后形
成分类标签，从而把整个手术过程进行结构化处理并归档。手术过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手术培训，手术
评估，以及智能手术机器人训练。

4. 应用创新场景四：相似病例推送：远程会诊+人工智能+医疗大数据库

5. 应用创新场景五：辅助阅片：智慧阅片室+人工智能医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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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CAI3A）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信部赛迪研究
院）
- 《人工智能杂志》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AIIA）
中国信通院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科技部

四川人工智能联盟（省科协）（2018年7月）
湖南省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联盟（2018年1月）
上海人工智能发展联盟（AIIA分联盟）
广州产学研协同创联盟人工智能联盟（2017年7月）

医学人工智能联盟（MAIU）

浙江大学牵头，联合浙江省内核心大三甲医院成
立：降低医学人工智能行业门槛，促进数据流通。
通过平台提供医学数据服务，保障数据安全，规
范医学数据价值挖掘流程，实现数据的有效收集、
挖掘和应用搞开发，并规范产品发布流程，最终
助推医学人工智能整个产业的有效发展。

中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联盟（2018年7月）

工信部卫建委指导，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牵头，联
合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11家单位成立。

推动人工智能与医学装备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产
业生态链。

健康产业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联盟（2017年7月）

科大讯飞、复兴医药、思创医惠等单位联合发起，
旨在打造人工智能应用聚集地，搭建医疗人工智能
产业生态链示范平台和医疗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平台。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医学影像辅助诊断、基于认
知计算的辅助诊疗支持；复兴医药：医药产业资源；
思创医慧：医疗智能、物联网、开放平台。

皮肤病人工智能发展联盟（2018年4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丁香园和睿琪软
件联合成立，发布皮肤病人工智能辅助
诊疗综合平台“智能皮肤”。

中国甲状腺与乳腺超声人工智能联盟
（2018年6月）

上海瑞金医院牵头成立，旨在建立具有
广泛代表性的甲状腺与乳腺超声数据库，
进行基于大数据的甲状腺与乳腺超声人
工智能研究。

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联盟（2016年6月））
卫计委、信通院牵头发起成立。

医疗人工智能委员会，医疗云计算与大数据委员会：
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标准规范制定，搭建人工智
能大数据平台，为研究易购企业提供服务支撑。

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科技厅）（2017年8月）
山东省科学院、山东大学、海尔、海信、歌尔等8家单位创立，加快人工智能在智慧
医疗、智慧海洋、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慧农业等方面深度应用。
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联盟（2018年9月）



总结05

14/15来源：亿欧2018中国医疗人工智能发展研究报告

新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于2018年8月1日实行：
- 若诊断软件通过算法，提供诊断建议，仅有辅助诊断功能，不直接给出诊断结论，则申报第二类医疗器械；
- 若对病变部位进行自动识别，并提供明确诊断提示，则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中检原标准测试数据库初步建立：
- 中检院联合9家公司参与了标准测试数据库的建设。
- 根据中检院官方微信：2018年3月26日，标准测试数据集（眼底部分）建设完成；肺结节标准数据库建设

方案已经定稿，近期可以建设完成。

医学影像AI辅助诊断产品2018年有望突破CNDA III类器械认证，但这仅仅保证了市场准入，真正实现落地需
要与硬件及系统解决方案深度结合。AI+医疗的路还要很长，寻找创新落地场景，来推动AI+医疗的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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