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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45)e医疗#的结合为提升医疗质量-创新临床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眼科 45的研

究方兴未艾%但是当前眼科 45研究面临的挑战是$高质量-标准化眼科图像数据库缺乏.眼科 45算法创新能

力不足.眼科 45系统的通用性欠缺.眼科 45研发的创新方向单一和局限* 推动我国眼科 45研究发展的思路

与策略包括$建立标准化-特征信息关联的眼科影像数据库及管理系统.加强 45创新性算法研究.研发覆盖多

场景-多通道-多层级的眼科 45系统.探索眼科 45应用的创新模式* 通过交叉协作%协同创新%结合虚拟现

实-移动 >@-功能成像-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变革性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脑科学计划-类脑功能研究的启动%推

动我国眼科 45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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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I%J%+%$&%)I.&&%K.)+.%45)是指应用机器
模仿人类或类人类大脑功能的能力%去学习问题和解
决问题

/00 * 近年来随着基于神经网络自然语言处理-

对抗神经网络-6(.-FS 对话式 45技术的突破%在互联
网大数据平台的支撑下%45发展迅猛* 不论是科研机

构还是创新企业%都在致力于不断探索 45的创新模式
和应用前景* 斯坦福大学 1809 年在 C$I(-.上发表研
究成果%证实通过对01B =>8张图片包含1 8D1种疾病类
型的临床影像数据的学习%形成了针对皮肤癌的 45算
法%准确率可达 B0Z以上 /10 * @(&HM$) 等 /D0

在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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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发表了通过对01E 09>例眼科医生标记眼底照片
的学习%可获得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的 45系
统%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可达 B8Z以上* 刘奕志教授团
队在不同层级医生中验证了白内障 45诊断系统的准
确性%经过良好训练的 45系统诊断准确率与具有丰富
临床经验的高级职称眼科医生相当

/=0 * 在众多专业
领域中%医疗领域已被认为是 45应用的最佳模式之
一%借助于其高效-准确的特点%有望解决医疗资源不
足-医生培养周期长-医疗质量层次不齐等医疗行业的
痛点* "45e医疗#的结合为提升医疗质量-创新医疗
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眼科影像资源丰富%成为
45医疗落地应用的热点行业* 目前%国内从事眼科 45
系统研发的机构和企业众多%180E 年 = 月%世界首款
使用 45技术检测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的医疗设备
56\A67获得美国 ;64批准%这一进展提升了眼科 45
系统研发的热度* 然而%在医疗领域的数字化进程不
断向纵深方向推进%逐渐向智能医疗阶段迈进的过程
中%面对 45发展所面临的瓶颈与挑战需要更多的
思考*

:6我国眼科 5>系统发展面临的挑战

:3:6高质量-标准化眼科图像数据库缺乏
实现"45e医疗#的三大核心要素是"算据-算力-

算法#%其中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来源是前提和必要
条件* 医学影像数据不仅是算法搭建的基础%其数据
的质量和数量也影响着算法的效率和准确程度* 眼是
结构精密的光学组织%在临床上有来自眼部照相-眼前
后节光相干断层扫描 (,OI%+$&+,M.-.)+.I,#,K-$OM'%
F<j)-眼科造影等各种影像检查平台数据%现阶段眼
科 45研究所需的大批量影像数据主要来自 1 个渠道%
一是临床医疗机构自有数据%另一是来自网络公共数
据库* 研究团队针对研究眼科疾病类型建立了大小不
等的数据库%并且制定了内部数据标准和使用规范%但
是由于各团队数据来自不同成像设备%数据库构建-标
注标准-标注医生水平及规范并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标
准规范的数据库成为了"数据孤岛#%导致基于不同数
据库建立的算法在临床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存在优劣差

异* 而来自网络公共数据库的眼科医学数据缺乏必要
的特征关联信息%如患者病史-重要症状和体征-相关
的辅助检查等%其标注的质量和准确性也无法溯源验
证%此外医疗数据的网络公开涉及到的患者隐私和医
疗数据安全也需要引起重视*
:3;6眼科 45算法创新能力不足

"45e医疗#落地应用的基本要求是算法准确性%

而大数据运算物质-时间成本的优化是提高计算效率
的关键* 通过对医疗大数据的标记和学习%在算法模
型的不断校验中优化 45的效率和准确性是当前 45系
统研发的主要模式* 以 4&OM$@,的模型为例%它包含
1 个卷积神经网络-0 个策略神经网络和 0 个值网络%
各使用 >8 块图形处理器做算法训练%在此过程中考虑
到参数调整和试错或者模型组合%由此产生的物质时
间成本是研究机构难以承受的%实际应用中也缺乏时
效性%难以突显 45本身的优势 />0 * 因此从技术层面
上来看%医疗 45算法尚处于初期阶段%虽然 "深度学
习#-"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出现突破了以往 45的技术
瓶颈%但相比于现实医疗场景中的信息复杂度-决策多
样度和低容错度%45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仍有待提高*
6..OR%)L 团队采用创新的 45算法解决存在的"黑箱#
问题%该系统通过在 1 个不同的神经网络间插入可解
释性表征而将它们结合起来* 第 0 个神经网络是分割
网络%通过分析眼 F<j图像%提供不同类型的眼组织
图和疾病特征%如出血-病变等%这种图像可帮助医生
了解系统到底是如何"思考#的* 第 1 个神经网络为
分类网络%用于分析图像特征%提供诊断和转诊意见*
采用分步并行计算使 45正确率更高-算法通用性更
强

/20 * 另一种方案是通过迁移性学习%将通过大数据
训练获得的算法学习模型应用于具有相同分析特征的

影像数据分析%如张康教授团队运用迁移学习算法和
45诊断工具%可通过视网膜 F<j图像筛查致盲视网
膜疾病%准确率可达 B>Z以上 /90 * 因此在当前的 45
算法研究中已经展示出诸多研究方向的可行性%但是
上述算法领域的突破均来自国外研究团队%如何避免
"卡脖子#技术的潜在限制和风险%实现我国自主眼科
算法模型的突破%是我国眼科 45研究团队需要重视的
挑战*
:3?6眼科 45系统的通用性欠缺

眼科 45模型"通用性#和个体化之间的平衡是决
定 45临床应用覆盖广度的重要因素* 目前眼科 45系
统多集中在常见眼病%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年龄相关
性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的辅助诊断和筛查%但是
现实医疗场景的复杂性之一在于个体具有自身特点%
基于数据库建立的模型无法包含所有个体可能出现的

情况%也无法应对突发情况* 而"精准医疗#需要考虑
的问题不仅包括个体疾病的病程和严重度%还包括个
体的基因组-蛋白质组-生活环境和习惯等因素 /E0 *
因此 45系统完成眼病诊断后的亚型判断-分期分级-
疾病鉴别等更具临床需求的模式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不同层级的眼科专业机构需要的 45系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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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差异化的*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于广大农村-社区
居民%仪器设备相对简单%主要负责眼科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治和慢性病长期随访工作%基层眼科更多的需
求是常见眼病的快速筛查和早期诊断%而大型公立医
院和眼科专科医院更多的需求为各种眼病的细化诊

断-病灶的精细生物测量标定-治疗方案筛选以及疾病
预后判断%因此针对不同层次医疗机构的需求开发多
样化的眼科 45系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6眼科 45研发的创新方向单一和局限

我国眼科 45的研发虽然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趋
势%但是同质化现象突出%多集中在部分重大眼病的早
期诊断方向%而在其他领域%如眼病治疗-疾病预测-药
物研发等方面投入明显不足* 近年来智能手术机器人
也是 45医学发展的重要拓展领域* 国际机器人联合
会(%)I.-)$I%,)$&J.L.-$I%,) ,J-,N,I%+H%5;7)180E 年官方
公布文件显示%1809 年全球医疗机器人的销量达1 BD0
台%销售额较 1802 年增长 9DZ /B0 * 英国牛津大学附
属眼科医院眼科研发的手术机器人 ?7"<":"S 手术
系统已完成首批临床试验%可实现精准的眼内注药以
及精细的黄斑前膜剥离手术操作

/080 * 由于涉及多学
科-多专业的交叉融合%而当前我国医工结合程度较薄
弱%致使眼科 45手术机器人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眼科
45研究领域的短板%需要进行协同组织攻关*

;6推动我国眼科 5>研究发展的思路与策略

;3:6建立标准化-特征信息关联的眼科影像数据库及
管理系统

创建高质量的标准数据库是 45进一步发展的基
石* 医疗大数据涉及影像-病理-分子诊断-各种治疗
方法等多学科信息%具有分类多样化-格式不统一-信
息种类多源等特点* 数据的逻辑性分类-格式统一-多
源信息相关联是实现数据高效管理-建立医学标准化
信息数据库的前提和基础*

建立的标准化数据库不仅为 45算法提供数据来
源%也可作为不同研究团队根据各自医学数据形成 45
算法的校验平台* 美国 ;64采用来自真实世界的数
据集作为第一校验指标%同时也在探索使用第三方收
集大型有注释的成像数据集%我国目前采用标准数据
集对第三方开发的 45软件进行检验%180E 年 D 月 12
日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主导%完成了眼底图像
标准检测数据集的建设%同年 2 月完成了肺结节标准
测试数据集的建设* 标准数据集是公平-公正的系统
评价体系%为规范临床应用提供前提条件 /000 * 下一步
将采取模拟对抗-体模测试以及软件性能测试的方法

对 45软件系统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深度学习辅助决策医疗
器械软件审评要点,亦即将发布* 同时%数据的私密
性和安全性是重要关注点* 医疗数据中汇集了个人信
息-身体健康信息-治疗情况%甚至家庭信息等%个人的
医疗数据关系到个人的隐私保护%医疗实验数据-科研
数据不仅关系到数据主体的隐私-行业发展%甚至关系
到国家安全*

我国+网络安全法,和+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
法,中对于医学数据使用和流通作了相应规定%但更
全面的数据使用法律道德规范仍需完善* 建立安全风
险评估和防范体系-加强数据安全人才培养-制定信息
安全技术标准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
;3;6加强 45创新性算法研究

硬件革新-系统改进-算法进化也是未来 45更新
迭代的方向和途径之一* 大数据运算的短板给我们的
思考是 45是否也能像人类思维一样从小样本中进行
有效学习* 人类思维的逻辑归纳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使得人类学习过程具有以点带面的特点%大大提高了
学习效率* 如果 45具备这种思维能力%不仅可以降低
运算量%也可以避免因数据库样本不全导致的训练不
足* 1809 年国际 45顶级会议 4445(jM.C$I%,)$&
<,)J.-.)+.,) 4-I%J%+%$&5)I.&&%K.)+.)最佳论文奖颁给了
一个利用物理学专业知识来帮助深度神经网络作无标

注数据学习的项目%预测物品抛出后的运动轨迹%研究
者借助物体运动轨迹抛物线的物理知识%分析运动轨
迹的若干关键节点%避免了对整个运动轨迹的大量数
据学习%证实了从无标注数据进行学习的可能性 /010 *

从生物进化规律获得灵感而衍生出的遗传算法%
从群体出发%可以进行多个个体的同时比较%具有可扩
展性%易与其他算法结合%在图像开展扫描-特征搜集-
图像分割等调整环节显示出优越性* 因此在眼科 45
算法研究中引入遗传算法%采用图像识别方法进行眼
科病变特征提取%再通过遗传算法对提取的特征进行
优化%可以大大降低特征空间的维数%具有很好的分类
效果%提高对图像的学习效率 /0D0 *
;3?6研发覆盖多场景-多通道-多层级的眼科 45系统

在医疗实践中%医生的诊断和治疗策略的制定也
往往基于多种类型和维度的信息%例如主诉-病史-辅
助检查等* 如果简单地将智能算法模型进行组合累
加%只会得到一个庞大-冗杂-效率低下的系统* 要使
45适应于眼科诊疗现实场景的复杂性%需要 45能够
覆盖多场景-多通道和多层级* 跨模态特征学习的高
级算法是突破单一模态模型限制的思路之一%谷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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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机器翻译网络采用一个模型实现多语言之间的翻

译%是执行单模态多任务的代表%而更高级别的多模态
多任务 45系统的构想也逐渐成为现实* 多模态的处
理难点在于不同模态信息的表现形式-映射-对齐和协
同* 谷歌的 R(&I%R,L.&学习系统能够同时解决跨越
多个领域的多个问题%包括图像识别-翻译和语音识
别%尽管 R(&I%R,L.&没有超越最优记录%但模型在处理
不同领域的任务时表现出来的互补性仍然代表着 45
在解决多任务领域的进步* 人类思维的多样性和综合
性使得 45系统最终将突破狭义训练网络的限制%朝着
个性化订制模型发展* 45系统实现通用的路径%一是
要突破神经认知科学的局限%二是需要专注于样本数
据的学习效率和泛化"通用#任务的能力* 神经网络
一定程度上是对生物神经网络的抽象函数化模型* 伴
随着 45的发展%我们也逐渐加深了对人类思维模式的
认知* 然而%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人类思维本身存在
着许多弱点%比如糟糕的记忆力和容易固化的思维模
式* 人类智能应该是 45发展的路标%而不是限制
条件*
;3@6探索眼科 45应用的创新模式

随着 45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基于眼科影像数据深
度学习的 45诊断系统在眼科常见疾病的早期筛查和
诊断中已成为热点%但是 45在眼科的应用前景和落地
模式并不局限于此%研发 45辅助疾病预测系统-医疗
导诊系统-医疗训练系统以及智能手术机器人等已成
为 45临床应用的新方向* 要实现上述领域的突破%需
要 45系统的研发从静态的图像数据向动态的影像数
据过渡%以及 45算法与手术导航-力学反馈-精密操纵
等系统的整合* 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 45技术
在从诊断到治疗领域的全面革新*

?6小结与展望

1809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提出到 18D8 年将我国建设成为 45研究
和应用强国的远景目标%眼科在 45的医学应用中已经
具有先发优势%如何针对眼科 45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
瓶颈进行跨学科-跨专业的协同攻关是推动我国眼科
45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关键* 目前%我国已经组建了涵
盖眼科临床医生-45算法专家-创新 45企业的多学
科-多行业的智能眼科学组%通过交叉协作%协同创新
平台%推动眼科 45研究和应用模式的不断发展%结合

虚拟现实-移动 >@-功能成像-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变革
性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脑科学计划-类脑功能研究的
启动%中国眼科 45发展新时代即将到来*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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