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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AI基本常识

• 尝试让自己打造的传统产品智能化

• AI公司做AI产品

产品经理如何顺应AI趋势？



大纲   人工智能 - 要点速成 
• 定义与历史
• 门类

• 医疗健康产业产品与AI的结合 
• 八大场景

  医学影像数据、算法、算力三要素 
• 数据
• 算法
• 算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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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 要点速成



人工智能，带来望文生义

• AI = 虚假（Artificial）智能 (Intelligence)

• Artificial的事物，始于模仿，终于超越，常有取代

• 人工 ≠人造（man-made）

• AI能自我进化、AI可以造AI



人工智能的阳光、空气与水

算法、算力、数据

唯算法论、唯算力论、唯数据论，都不可取



人工智能，50年3起2落（1956-2006）

1974-1980

人工智能第一次寒冬

1990s

人工智能第二次寒冬：神经网络局部解，
过拟合，不如支撑向量机、随机森林

但整体而言子领域“机器学习”快速发展

1980-1989

日本继续投入

1969明斯基指出感知机与单层神经网络的缺陷 
1957年 Rosenblatt发明感知机

Yan Lecun发明卷积神经网络
1986 Hinton发表BP反向传播算法为神经网络拨乱反正

1973莱特希尔报告 



• 2006年，Geoffery Hinton在Science发表文章，提出深度信念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s, DBN）可使用非监督的逐层贪心训练算法。

• 2012年，Hinton带领学生在最大的图像数据库ImageNet上，对分类问题取得了惊人的结
果，击败支撑向量机，将Top5错误率由26%大幅降低至15%。 

• 循环神经网络及LSTM将语音识别准确度提升，超越GMM/HMM，甚至超越人类

•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及强化学习的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

• 2017.7.8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  “人工智能
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

2006年以来，人工智能复苏与爆发，远未见顶



智能主要体现为“学习能力(learning)”，这也是人工智能核心算法流派多以
“学习”为名

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或 统计学习 (statistical learning)
监督式学习 supervised learning
无监督学习 unsupervised learning
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迁移学习 transfer learning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序列学习 sequence learning
对抗学习 GAN

人类智能的核心是“学习能力”，
人工智能也如此



• 数据采集
• 数据标注（即“监督”）

• 专家对数据标记类别（如正例负例）
• 专家对数据的特征进行标记 （如肺癌CT影像结节大小位置）

• 搭建“学习模型”（网络结构）
• 将数据集分为训练集、验证集、测试集
• 在训练集上搭建“深度”学习网络，在验证集上调整网络参数，预测测试集

上的效果
• AI投入实用

人工智能 –“监督式深度学习”
尤为粗暴有效



• 垂直领域的渠道、场景重要性毋容置疑

• 但AI技术之所以开宗立派，重要一点是独立于场景，所以常见的抽象思考模式是

• 判断数据格式（图片、视频、文字、语音、数值型表格等）

• 选取及优化AI方法类别（监督、非监督、强化）

• 假设场景和领域知识蕴含在数据及标注里

人工智能 – 场景和技术谁重要？



医疗健康产业AI产品分类



医疗+AI 应用场景



虚拟助理

虚拟助理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语义分析技术来回
答问题。交谈是与其交互的基本模式。苹果手机
上的Siri可能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虚拟助理。
而在医疗领域，虚拟助理可以根据与用户的交谈
内容，智能化地通过病情描述判断病种，以起到
帮助用户自诊的作用。



医学影像

医学影像包含了海量的数据，即使有经验的
医生有时也显得无所适从。医学影像的解读
需要长时间专业经验的积累，放射科医生的
培养周期相对较长。
而人工智能在对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个
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
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率。



药物挖掘

传统的药物研发领域存在巨大的痛点，研发周期
长、成功率低，而人工智能与可参与其中多个阶
段，缩短时间、提高效率，控制成本。
目前人工智能药物挖掘主要在三大领域——抗肿
瘤药、心血管药和孤儿药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常见
传染病防治药。



营养学

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人工专家，机器学习
算法能够成功控制病人餐后血糖水平，给出更精
准的营养学建议。
另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为个人用户提供个性
化营养方案，告诉人们“应该吃什么”。



生物科技

（疾病风险预估）

在生物科技方面，人工智能能带给我
们更好的数据处理方式。通过收集人
们各种各样的生物数据建立一个健康
大数据平台，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处理这些数据，帮助人们做健康管理。



医院管理

从普通连锁医院到顶尖医疗机构，管理者和前线
的医护人员每天面对数以千计的诸如怎么配备人
员、手术室、占用时间预估问题，整个管理和看
病流程效率偏低，对医生经验非常要求高。
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实时数据追踪、分析、预测
来优化医院业务，辅助急诊室管理。



健康管理

有关个人健康的数据是十分复杂的。假如我们把
一个人所有的健康数据都收集起来，完全可以用
“生命数据化”来形容。生命数据化有不同维度
的数据：基因数据、生理数据(比如血压、脉搏)、
环境数据(比如每天呼吸的空气)、社交数据、蛋
白数据等。有了生命科学大数据，加上人工智能
最终可以实现人们对健康的前瞻性管理。



精神健康

人工智能在人类精神健康方面有两个
大方面的应用，一个是针对正常人的
应用，一个是针对有精神疾病的患者
的应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人工
智能在精神健康方面最大的用处就是
情绪识别能力。



精神健康

辅助医学研究平台是公司争取合作、实现产品化的重要手段。提供辅助医学研究服务的公司，往往整合其GPU服务器、
高融合网络、仪器设备、算法模型以及一定数量的医疗数据等资源，推出整套服务方案，为医生、医学研究者提供辅助。
一方面，该项服务本身就是对企业现有资源商业价值的充分挖掘和二次利用；另一方面，利用服务与医生、医院或研究
机构建立科研合作机会，以换取模型训练数据，共享科研成果，提升企业品牌力，反向助力公司成长。



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



第三
部分：

医学
图像
AI

  数据篇 
• 数据资产盘点 
• 医学影像数据的标注设计

  算法篇 
• 必备的AI重点知识和技能（数据集划分、度量指标等） 
• 从深度学习目标检测角度来处理医学影像任务（以皮肤和病理为例） 
• 多模态方法 

  算力优化篇 
• 选型决策 (x86 VS Power；云 VS 端； GPU vs CPU; 品牌 vs DIY) 
• 优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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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篇 – 数据价值



• 放射影像 （DR、CT、MRI、CBCT）

• 显微影像（细胞病理、组织病理、血细胞、核型）

• 时序信号图像化（超声、心电、脑电、脑磁）

• 内窥光学成像（胶囊及常规内镜的图像及视频）

• 眼（眼底、OCT、OCTA）

• 皮肤医美整形（手机、专业镜头）

• 中医舌诊、面诊、红外成像

• 基因数据图像化

• 手写病例、化验单及处方识别

• 医院人流量监测、紧急病人识别、安防监控、会员识别

• 配药检查、输液袋灯检

医学图像 - 数据类型

10%医疗收费属于影像检查

2020年，按医疗总收入6-8万亿

计算，我国医学影像收费规模将

达6000亿至8000亿左右

万亿级市场



4C：颜色（Color）、净度（Clarity）、切工（Cut） 、克拉（Carat）

影像数据资产盘点

x

评估数据资产，不妨拿钻石做比喻：

数量 质量



质量不佳的数据：胶片翻拍、拍屏、诊断报告拍照……

From Baidu

影像数据资产盘点

1. 影像数据的干净、规范、清晰、标准化程度
类比

钻石的无色度和净度



质量好的数据需要是Raw Data：mhd

格式的DICOM影像、openslide病理

图像

影像数据资产盘点

1. 影像数据的干净、规范、清晰、标准化程度
类比

钻石的无色度和净度



Rapaport Diamond report  

影像数据资产盘点

2. 同分布同来源的影像数据的尺寸   类比   钻石的克拉数

非洲之星 碎钻

CT: 同一设备、参数、曝光强度等
病理：同一染色方法和色度、扫描仪及倍数、存储的格式

AI的最终目标当然是通用性强，大小通吃

但作为数据资产方，其数据价值的上限
=

最大的那一批同分布同来源的影像数据的价值



ü 没有标注的数据，只相当于原石

ü 医学影像类别标注 =》“G”的切工就是“GOOD”

ü 医学影像类别+病灶方框标注 =》“VG”的切工

就是“VERY GOOD”

ü 医学影像类别+像素级勾画=》“EX”就是指

“EXCELLENT”

影像数据资产盘点

3. 数据的标注   类比  钻石的切工



数据篇 – 标注工具



• 涵盖：图像/视频/诊断报告文件等

• 考虑到用户群体，脱敏工具尽量有图形用户界
面简单易用, 操作流程简单。

• 考虑到医院电脑配置较低，尽可能高效的批量
数据脱敏处理。

标注工具 – 脱敏



u视频及图片脱敏去除敏感信息

大框架：
HIPAA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
比如VPN、数字签名等

小技巧：
• 图片去除姓名等信息
• 要特别注意文件名带姓名，消

息摘要算法（如MD5)
• 院内移动硬盘加密

标注工具 – 脱敏



• 减少专业人士额外学习成本
• 不受网络环境影像
• 高安全性

• 批次化图片分类/审校/交付
• 炮制繁杂，耗人工物力

标注工具第一类 – pc+文件夹处理 

类比：人力操作金刚切刀



人力+机械操作
金刚锯盘

客户端系统： 
MIT 的 Pascal VOC 标准标注工具 labelImg （方框）

安装与使用教程：https://github.com/tzutalin/labelImg

客户端下载：https://tzutalin.github.io/labelImg/

视频教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0nR2YsCY_U&feature=

youtu.be

网站系统：
基于H5及缩放的Web标注

基于登陆模式的多人协作

基于Surface的画笔标注

标注工具第二类– 专用IT系统和工具 



第三方标注工具LabelImg



自建工具 - 产品经理能快速发挥价值的AI环节



标注工具开发心得

• 自建工具满足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多人协作审核、以及模型迭代标注调整等需求

• 标注数据多为图片，标注工具本着方便易用的原则使用H5的canvas来设计，结合css3的变换，满足图

像缩放，标注的需求。标注人员只需打开浏览器即可标注，无需复杂软件部署。

• 鉴于有些标注图片太大，网络传输效率低下，对标注数据做本地处理：

ü 数据本地化，使用代理软件将网络图片请求代理到本地，如fiddler； 

ü 内网部署标注系统，将标注系统部署在内网服务器上，标注人员在内网进行标注。

• 根据需求可本地标注也可在线标注，操作集中于鼠标，交互友好，可根据不同标注需求绘制点/线/框，

标注人员无需复杂设置打开浏览器即可标注，可清楚看到哪些已标哪些未标



从AI预标注里人工校正添加hard case

类比：
人力+机械操作

金刚锯盘
+

激光切割

• 可显示模型预测结果，人工做校正（数字编号为医生标的，字母+概率是模型预测）
• 基于Active Learning 调整代标注sample

标注工具第三类– 专用工具+AI辅助标注 



标注工具第三类– 专用工具+AI辅助标注 



标注工具第三类– 专用工具+AI辅助标注 



标注工具第三类– 专用工具+AI辅助标注 



标注工具第三类– 专用工具+AI辅助标注 



标注工具第三类– 专用工具+AI辅助标注 



算力篇



• Intel CPU + Nvidia GPU：默认首选，
特别是training

• Power CPU + Nvidia GPU：性能也优
异，可构成高端解决方案

• Open Power foundation：有扶持计划
• 国产化加速
• Power AI （Caffe TF）

• Intel CPU: inference时高成本效益
• 至强 Phi 
• Intel Extended Caffe+MKL

选型决策 – 哪种架构？ 

• Intel + ASIC
• TPU
• 比特大陆算丰SC1 
• 地平线机器人芯片

• FPGA
• Intel



• Intel CPU + Nvidia GPU：默认首选，特别是training
1. Nvidia DGX Station  4xV100 , 50+ 万
2. Nvidia DGX1 , 8xP100, 100万
3. 浪潮、宝德、Amax、Dell

• Power CPU + Nvidia GPU：性能优异，可构成高端解决方案
1. Misky 4xP100   40万。4xV100 春节后

• Intel CPU: inference时高成本效益
1. 至强 Phi 
2. Intel Extended Caffe+MKL

• Intel + ASIC
1. TPU
2. 比特大陆算丰SS1 服务器 （3万）
3. 地平线机器人芯片

• Intel+FPGA
1. Intel

选型决策 – 品牌 vs DIY？ 



• 亚马逊云（北京区 宁夏区）
• 4xV100 

• 美团云、七牛、青云
• ……

• 阿里云
• P100

自建机房

设备托管

选型决策 – 云 vs 自建？ 



算法篇



Huan E Y, Wen G H, Zhang S J, et al.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for Classifying Body Constitution Based on Face 
Image[J].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ethods in Medicine, 2017.

关于数据比例分割

• 该研究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将5330例面部数据按中医体质理论进行分类：平和质, 气虚质,阳虚

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 血瘀质, 气郁质, 特禀质，共九种，分类准确率最高为65.29%。

• 训练集/测试集 9：1 (数万例数据以内，建议 7:3 或者 6：2：2比例。海量数据可以98：1：1）

• CNN 特征来自Inception Network （用到迁移学习）



Pytorch：facebook出品，单机多GPU支持好。3D网络结构支持特别好。网络结构修改方便适合

做研究。缺点：所耗费的资源多，多机的支持不好，不容易移植到移动端。

Caffe：支持单机多GPU，多机多GPU，c++版本，适合工程化。缺点：安装麻烦，网络修改比较

麻烦，每次修改loss函数，都要重写backward过程。3D网络结构支持非常差。

Tensorflow：google出品。支持者最多，文档最齐全。各方面比较平均，没有明显的优缺点。

适合初学者。

Mxnet：单机多GPU，多机多GPU的支持都很好。模型扩展性强，安装方便，运行速度快。

框架选型

框架评测推荐：http://dlbench.comp.hkbu.edu.hk/?v=v7



从深度学习目标检测角度来处理
医学影像任务



目标检测用于面部皮肤疾病分析



敏感肌肤中度敏感肌肤轻度

敏感肌肤：轻度、中度

痤疮炎症期 痤疮粉刺期 玫瑰痤疮

痤疮：粉刺期/炎症期；玫瑰痤疮

接触性皮炎 脂溢性皮炎

皮炎：接触性、脂溢性

色斑 色素痣

色素性疾病：色斑、色素痣

面部皮肤疾病的分类



• 对通过一个以训练好的模型对患者面部的上，下，左，右皮肤进行位置预测，得出面部关键皮肤的
位置，也就是去除了眼睛，口等位置，提高了输入数据质量。

• 同时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图片，比如方向不对，分辨率过低等，进行过滤（不进行裁剪输出）。

对符合要求的图
片进行裁剪

图像脱敏及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 
把图片及对应标注，分为train, validation, test，3部分。其中，标注包含疾病区域（长方形框）
和对应的疾病分类。

准备训练：
设置加载超参数，pre-trained模型， 选择优化算法，加载torch版本的faster_rcnn模型，训练
次数，以及加载数据等。

开始训练：
设置epoch，开始迭代运算。进行正向传播，并根据得出loss（由分类和bounding box两部
分组成）。根据loss，进行反向传播，更新权重。可以通过真阳性率等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估。
整个epoch结束后，保存模型。

测试：
通过加载已训练模型，对训练数据进行预测（疾病类型和位置），计算出准确率。用来评估模
型。

基本流程：

皮肤疾病检测 faster rcnn (pytorch)

1

2

3

4



目标检测用于宫颈基液细胞分析



病理大图 16万*26万像素（40倍） 目前性能不错的GPU能处理的图1024*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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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目标检测模型

H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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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树模型：非线性分类器

10个医生，50000张，标注图片。
训练深度神经网络

基于Deep Learning + GBDT的Two Stage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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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像软硬一体机产品

• Yi-Yuan presents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based 

approach to the extraction of lung nodules from chest 

CTs, helping doctors make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 

diagnostics. 

• This technology helps to improve accuracy from 70% to 

95% and save timing of more than 70%.

• Other available AI modules shipped with the 

workstation for Chest DR ，Endoscopy, TCT (Pap 

Smear), OCT, fundus

• APIs available



皮肤检测软硬件一体机产品

2000+ sets delivered

More intelligent than Canfield VISIA
with only 1/10 price

Cloud based. 10000 photos per day uploaded

March 2018
China(Guangzhou) International Beauty Expo

 
Product & System OEM/licensing

Accompanied pad software for 
customer management. 20+ analysis functions



基于API的APP/小程序产品

100,000+ labelled samples from medical 
doctors

Wechat/iOS/Android App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notation

Wechat/iOS/Android App for diagnosing 
and data collection simultaneously

allergic dermatitis



API平台产品 AIaas (AI as a service)

Flexible cloud AI + terminal AI selection：
•   Cloud AI: Data is permanently stored in the cloud and supports instant updates (pay-per-calling)



总结



总结
• 人工智能：  

• “学习”是智能本质

• 人工智能在医疗的八大领域：  
• 包括医学影像

• 数据：  
• 价值正比于：数量、一致度、标注  
• 脱敏及标注工具：手工分拣、第三方和自建工具、AI辅助标注 
 

• 算法：  
• 常识：数据集划分、基于pretrain的迁移学习
• 目标检测算法：皮肤、病理、肺结节的利用  

• 算力：  
• 选型：自用：(GPU+DIY)，突发性需求：云，客户方案：品牌机器及框架    
• GPU的优化：最大频率、超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