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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益评选活动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暨第六届“我心目中的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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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语音的每一个录入，血糖仪、
血糖监测，一个可穿戴的设备就可以把
你的信息向上传输，我们可以在家里对
你的疾病进行监测。”四川省人民医院
胸外科主任冯刚说，对于慢性病患者，
这是让患者看病便捷的人工智能在可
穿戴设备中的应用。因人工智能而受
益的，不仅是医生，还有患者。

作为四川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学
组副组长的冯刚表示，医生对于医疗的
思考是根据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基于逻
辑思考的。大数据可以根据数据库里
的数据，带来一个相关性的现象，再通
过这个现象有的放矢地研究，得出更准

确的结论，让老百姓更放心。这也是人
工智能下，医生对疾病认识的改变。

对病人来说，人工智能在医疗方
面的作用重大。比如，老百姓到医院
诊病时，人工智能可以首先针对疾病
属于那个科室范畴进行判断。据统
计，急诊中的分诊，人工分诊的准确率
甚至不到40%。很多老百姓到了医院
说出自己的问题后，医生往往分辨不
准确，以至于挂错科室号。“人工智能
可以使分诊的准确率提高一倍。”冯刚
说，除了分诊之外，今后大数据的注
入，老百姓可以借助APP、手机、电脑
网络选择更好的医生，并且这种方式

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医生，朝着成为
百姓心目中的好医生这个目标努力。

同时，人工智能使医疗资源均衡
分配。人工智能的应用，解放了两种
医生：经验不足的医生和经验丰富的
医生。冯刚表示，对于经验不多的医
生来说，比如说乡村医生，通过AI这
个助手，可以往高级的水平靠，可以尽
快提升诊疗能力；对于大医院的经验
丰富的医生，通过数据，处理很多零碎
的事情，提升了效率。AI的应用，是对
医疗革命性的改变。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极大改善了医疗模式，实现了行
业资源的均值化。

“这副牙齿我真的非常满意，感
觉自己一下年轻了很多。”一位40多
岁经营药店的商人特别开心地说着
自己种牙后的感受。2017年底，王
磊（化名）走进罗君诊室，不苟言笑，
特别严肃。坐下后，王先生开始述说
缺牙的困扰，因长期没有关注牙齿健
康，他的牙齿开始大量脱落。人正常
的牙齿是28-32颗，而他几乎只剩下
6颗牙齿，面容已经塌陷，并影响到
了他的社交和生活。罗君经过与他
的沟通才发现，他不是故作严肃，而

是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牙状态。
其实王先生的诉求很简单，就是

希望能快速解决他的缺牙问题。这
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很急迫想要改变自己的现
状。“当时我给他做了两个方案。”罗
君说，一个方案是需要时间慢慢做，
边拔边做种植，大概需要花费一年时
间。但王先生很难接受用这么长的
时间来修复他的缺牙问题。另一种
方案则是让他全拔，然后做全口种
植，因为他剩下的牙齿健康状态也很

差。但对于第二种方式，他很迟疑。
后来他又去了好几家医院咨询，医生
给出的方案建议都一样。即便如此，
他心中仍有很多疑问，又回来找到罗
君沟通了很久，罗君同样耐心地解答
了他的疑问。最后罗君通过一天的
时间，给他拔了牙齿、做了全口8颗
种植、当天就获得了良好的牙齿功
能，不仅面容得到恢复，还重新获得
了自信的微笑。整个牙齿的重建，让
他不再严肃。后来他每一次复诊，都
是笑着走进罗君的诊室。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

AI赋予医疗领域新思路
助力医生精准诊治疾病

人工智能不仅时
刻都在身边，同时也
渗透在医疗领域的方
方面面——各种医疗
医美设备、疾病预防
与诊治、手术机器人
等等，都是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的实践与
应用。这些应用不论
是对医院、医生还是
对患者，都带来了诸
多便利。现在很多医
院，在管理和临床方
面，都在向数字化和
智能化方向迈进。重
视AI+医疗的研究与
应用，就是重视未来
医疗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怎样助
力疾病的预防和诊
治？人工智能的应用
对医院和百姓有什么
积极意义？手术机器
人如何引领医疗变
革？9月16日上午，
在四川省首届AI+医
疗高峰论坛上，来自
四川部分医院的副院
长和医疗项目负责
人，围绕“人工智能背
景下，未来医疗模式
新思路”这一主题，进
行了精彩的“头脑风
暴”。

当今的医疗界提出了一个口
号叫精准诊治，精准诊断、精准治
疗。精准诊治很大程度上，必须依
靠AI技术发展作支撑。“AI不能
代替所有医生的智慧，但是可以起
到很好的支撑作用。”成都市公共
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副院长田明表
明，人工智能不仅在诊治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预防疾病方
面，同样不可或缺。传染病的预防
是杜绝传染病的关键。

在判断某人是否是传染病易感
人群时，对每个医生来说，技术的把
握是不确定的，有医生认为他是易
感人，有医生判断他不一定是易感
人。这种情况下，可引用AI技术。
AI技术会调出他在所有医疗机构

看病的档案，并一定可以做出精确
的判断。这样使判断同质化，因此
传染源就被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内，这是在预防上实现的精准。

“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全国论
坛，10位全国结核病顶级专家根据
CT片尽可能地找问题，重量级专
家最多找出9个问题，其中3个专
家只找出了4个问题，但是AI机器
人找出了38个问题。”田明说，机器
人对片子上非常微小的问题都可
以找出来，并根据问题主次进行排
序，针对问题提出建议。每个医生
因为从业年数、从业经历等原因，
医疗水平存在差异，但是人工智能
的应用，使机器人深度学习，给医
生带来的是非常高的诊断能力。

AI不能代替智慧
但能支撑疾病诊治与预防

人工智能技术 助力医疗资源均衡分配

四川省首届AI+医疗高峰论坛现场。

AI种植牙 让缺牙者重获自信

成都德道口腔医院院长罗君：
“患者的认可，是我最大动力”

“小时候我身体很差，体
弱多病，后来选择了在川大华
西医院就读口腔学。”成都德
道口腔医院院长罗君回忆着
自己当初的选择，2003年毕
业后，进入川大华西口腔医
院，师从中国种植牙领域殿堂
级导师刘果生教授，刘果生教
授是中国最早开展种植牙手
术的专家团成员，主持研发
CDIC种植体。在川大华西8
年的从医生涯，无数的种植临
床经验，塑造出了罗君作为一
名医生的职业精神——严谨、
负责、精益求精。

“我今天做运动，可是脚
受伤了，这时我需要同伴扶着
才能走路，活动假牙就类似这
样的伤员，需要扶着两旁的牙
齿才能使用，因此常常会不稳
固。”“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可
以修得很高，同时还能保证其
稳固，是因为有个牢固的地
基。做人工种植牙首先就是
放一个人工的牙根在骨头里，
这个牙根就好比高楼大厦的
地基，地基安装牢固后，再把
牙冠放在上面，这个牙齿就稳
定而牢固。”……为了让病人
能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理解
种植牙，罗君每天都会想各种
办法耐心给病人解释与沟通，
这样的行医方式，源于他刚踏
入医学院时父亲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会当患者，你当医
生的时候，也要想想患者的感
受。”这句话一直影响他至今，
换位思考，学会自省，以朋友
的方式对待病人，常常反省自
己是否能做得更好，让每一位
来到他诊室的患者都能很好
地解决缺牙困扰。

智能牙科“即刻用”技术是口腔
医学上的技术革新，主要针对牙齿缺
失患者在新鲜的拔牙创口立即植入
种植体，缩短治疗疗程，降低费用，同
时防止牙槽骨吸收。因此，该技术对
医生的种植技巧和种植体位置及把
握的稳定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也
是罗君对自己高要求的原因。他参

加专业性的口腔研讨会，学习新的技
术与理念，同时带给患者，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与条件。

罗君一直强调，不管以什么样的
治疗模式，都应以取得最佳疗效为前
提，同时充分考虑患者的客观情况、
病情的严重程度和能够提供的医疗
技术能力综合判断，来选择治疗模

式。“当一个患者很迷茫，不知道如何
选择的时候，却愿意把他的牙齿交给
我，而最终得到他的认可，是我作为
牙科医生的最大动力。”

而现在成都德道口腔正在进行
的“四川省首届中老年口腔健康数据
普查活动”正是院长罗君在AI领域
一直想做的口腔大数据调查。

“8月份时，有一位80岁的退休
老人，在牙齿缺失后，并没有特别重
视，随意的安装了不是特别稳定的活
动假牙，因为活动假牙需要挂靠在两
侧的牙齿上。时间久了，导致旁边的
牙齿也开始萎缩脱落。”罗君说，后来
老人的牙齿掉完了，他就开始带上全
口活动假牙。可是他发现自己吃饭
不香了，因为活动假牙也只能勉强吃
一些软食，倍感痛苦。经四处打听，
听说种植牙能够改善他目前的状态，
于是四处咨询，却处处碰壁。因为他
长期带不合适的活动假牙，骨头损伤

很严重，需要做大量的植骨，才能做
到种植的修复，修复时间大概需要
2-3年，同时还会支付高额的费用。

“我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老人表示，当时找到罗君时，并没有
想到可以真的做上种植。罗君了解
到老人的需求后，给他做了详细检
查，通过智能牙科“即刻用”技术，人
工智能与现代医学的结合，当天就为
他装上了全口8颗植体。“在整个过
程中，老人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以
一个团队的力量，为他提供更细致的
医疗条件和温馨的就诊体验。”老人

当天晚上回到家就可以吃东西了，特
别开心。

“大量的沟通与交流，了解缺牙
患者的需求，消除缺牙患者的不信
任，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疑问解答，
用精湛的技术帮助每一位患者，解
决他们一直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缺
牙困扰，这是一个医者应有的责任
心。”罗君说，医患之间最重要的桥
梁就是沟通，“我与很多患者后来都
成了朋友，这种信任与跟随，是我选
择这份职业最大的荣誉感。”罗君笑
着说。

一天时间 商人从不苟言笑到重获自信

一次沟通缺牙老人从尝试到愿望成真

患者认可 是作为牙科医生的最大动力

相信很多人对机器人应用于
医疗领域充满期待，很多人都知
道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而医用机
器人已经融入医学的临床工作
中，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陈
侣林说：“我们医院手术室每天都
有机器人在工作。”机器人的应用
使医疗技术提升。

“机器人非常精准；机器人非
常同质化，不会产生人工的差异
性；机器人的传承和教学比人工
快。”这是陈侣林对机器人的三个
定义。“今年，我们把机器人手术
带到基层医院成都郫都区人民医
院，由于AI的介入，基层的人民
和基层医疗团队也能马上享受到
这种高端技术。”陈侣林表示，高
端的AI+医疗已经逐步服务于越
来越多的基层老百姓。

同时，国家对机器人的自主
研发是非常支持的，其核心就是

自主研发。并且，国内市场非常
广阔。“除了手术机器人外，还有
服务型机器人和康复型机器人，
服务型项目的机器人，有望在年
内投入临床门诊的使用。”陈侣林
说，“AI和医学的融合，就在我们
身边，并且越来越近，我的想法是
我们要拥抱他。”

与此同时，医美行业对AI的
应用也日益广泛。医美行业从业
30多年的大华医学美容医院院
长吴振裘见证了成都医美行业的
兴起和发展。在吴院长看来，科
技将引领未来AI+医美倾向精细
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于毛发
移植、黄褐斑等领域，通过机器人
算法，给出精准的判断。吴院长
表示，AI在未来医美市场里面，
肯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于苑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简婷婷摄影 雷远东

人工智能时代
机器人助力医疗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