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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 来自西奈山伊坎医学院

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个新型人工

智能平台， 旨在识别一系列急性神

经系统疾病，如中风、出血和脑积水

等。

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测试后，

这个人工智能平台仅用时 1.2 秒，

就能在 CT 图像中识别出神经疾

病， 这一速度甚至比人类的诊断速

度还要快。这项研究发表在了《自然

医学》上，是一项利用人工智能检测

一系列急性神经系统疾病， 并展示

直接临床应用的研究。

这项研究使用了“弱监督学习

方法”，利用研究团队在自然语言处

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西奈山卫生系

统的大型临床数据集， 来开展此项

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 37236 个头部

CT 图像， 来训练一个深度神经网

络， 让其识别图像中是否包含关键

或非关键的发现。在完成训练后，研

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单盲、 随机对照

试验， 在模拟临床环境中对这一算

法进行测试， 让其根据病情的严重

程度，来对头部 CT 图像进行分诊。

在这一试验中，研究人员对 AI

平台识别和提供通知的速度进行了

测试， 并与放射科医生在同等条件下

诊断出疾病所花费的时间进行了对

比。 测试结果非常的惊人：计算机算

法对图像进行预处理、 运行其推理

方法以及在必要时进行预警的平均

时间， 比医生读取图像的时间要缩

短 150 倍。

高管眼中：

人工智能在医

疗领域有何发展

“

2018

年，我们看到关于人工

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大量炒作，我们

也看到它逐步成为现实：从慢性病

管理的预测分析，到放射学工作流

的增强，以及在行政和财务上的应

用提高了运营效率。

2019

年，我们

将看到人工智能加上语音视频技

术能够提高医院与病人的沟通效

率。 人工智能与

5G

技术的融合也

将加速数字治疗的发展 。 这些疗

法将更加个性化、更具适应性 ，并

会利用到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

术。 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治疗将

是我们早期应用的领域 。 临床医

生会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效果增

强或辅助手段， 而不是现行疗法

的威胁。 ”

———英特尔健康与生命科学

部总经理

Jennifer Esposito

“事实证明， 人工智能研究和

应用在医疗保健领域越来越重要，

能够通过更个性化的数据驱动方

法改善诊疗结果。 正如大数据可

带来更令人满意的用户体验一样，

更精细的‘小数据’，也就是每个人

生成并由人工智能工具分析的信

息，能够将智能手机和消费类可穿

戴设备转化为功能强大的家庭诊

疗工具，从而让数字健康用户有针

对性地采取行动，在有效预防疾病

的基础上促进人类健康水平的提

高。

2019

年，人工智能将成为慢性

病等预防和治疗的关键，同时把个

体的个人护理数据和发现全球影

响的健康大数据有效结合起来。 ”

———移动医疗应用

Sweetch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Dana

Chanan

“将实验室表现转化为临床应

用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随着时间、

地点和测试环境的推移 ， 不断复

制结果的能力。 因此需要可靠的

质量体系和标准，提供可量化的可

靠性。随着我们进入

2019

年，我们

开始看到如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

一个传统上费力、由人工驱动的过

程的真正成果，这个过程过去需要

花费数周时间，现在可以实现实时

监控。 如果应用得当，简化和加快

这个过程可以确保从样本采集、处

理到仪器等工作流程中的任何变

化都大大减少，因此结果变得可重

复，并且能够在几秒钟迅速获得可

操作性和临床的相关信息。 ”

———生物科技公司

InterVenn

Biosciences

首 席 执 行 官

Aldo

Carrasco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还能这样用

美国梅奥诊所的一项研究显

示， 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心电图分

析， 能够准确筛查出早期无症状左

心室功能障碍指标， 准确性要优于

其他常见的筛查手段。

无症状左心室功能障碍是心力

衰竭的先兆， 影响着 700 万美国人

的生活。 虽然这种心脏疾病在确诊

后是可以治疗的， 但目前尚缺乏廉

价、 无创无痛的筛查工具供医生诊

断使用。通常的诊断方法，如超声心

动图、 计算机断层扫描或磁共振成

像扫描等，价格昂贵且不易获得。 如

能开发出廉价快捷的诊断手段，将

对该疾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研究中， 梅奥诊所研究人

员将目标瞄向了时下医学研究的热

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他们认

为， 无症状左心室功能障碍可以通

过适当训练的神经网络在心电图中

可靠地检测出来。

为了验证， 研究人员创建了一

个神经网络， 并从诊所数据中筛选

出 60 多万对匹配的心电图和经胸

超声心动图， 用其对该神经网络进

行训练、验证和测试。

结果表明， 人工智能应用于标

准心电图分析， 能够可靠地检测出

无症状左心室功能障碍， 准确性要

优于其他常见的筛查检测。 而且，这

种筛查手段不仅能识别出无症状的

疾病，还能预测出未来患病的风险。

在没有心室

功能障碍的

患者中，人工

智能筛查阳性的

患者未来发生心室功能障碍的风险

是筛查阴性患者的 4 倍。 研究人员

认为， 这很可能是人工智能可以识

别出在心肌衰弱之前出现的非常早

期的、细微的心电图变化，并据此作

出判断。

研究人员指出， 心电图是一种

十分容易获取、 价格低廉的检测手

段， 通过人工智能对其进行数字化

处理， 能够提取隐藏的心脏病新信

息，简单实惠，这对于心脏疾病的诊

断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可筛查早期无症状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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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帮助预测癌症患者心理问题

２

英国萨里大学日前宣布， 该校

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

开发出新的人工智能技术， 有望帮

助医生预测癌症患者可能出现的抑

郁、 焦虑和睡眠障碍这 3 种常见心

理问题， 从而可以提前着手干预并

治疗，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萨里大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旧金山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

一期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

杂志发表报告说 ，2010 年 2 月至

2013 年 12 月， 他们招募了 1278 名

癌症患者。 这些患者在两轮化疗期

间，分别在每轮化疗前、化疗后一周

和两周的时间点填写了 6 次调查问

卷。

研究人员将这些患者数据分为

两组，其中 1000 人的数据用于训练

机器学习， 另外 278 人的数据用于

验证机器训练结果的准确性。

在验证机器学习效果的阶段，

研究人员将癌症患者第一次化疗前

和第一次化疗后一周的调查问卷数

据输入机器， 让其分析预测患者是

否会出现抑郁、 焦虑和睡眠障碍这

些心理问题， 以及在何时会出现这

些心理问题。 结果发现，在经过学习

后， 机器预测出的心理问题与患者

在后续调查问卷中报告的心理问题

非常接近。

诊断神经系统疾病仅需 1.2秒？

3

该人工智

能平台识别病

情图示 ， 以及

与人类医生的

对比结果。

该 研 究 的

通 讯 作 者

Eric

Oermann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