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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人工智能在青年超声医师辅助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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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Ｉ) 是模拟人脑思维的一种新科学ꎬ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ꎮ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ꎬ为推动行业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ꎬ在医学教育领域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ꎮ 本文阐述了 ＡＩ 在超声领域的研究及应用情况ꎬ并概述了 ＡＩ 建立的超声医师临床思维综合训练系统在青
年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优势与价值:可缩短地区差异ꎬ提高整体超声医师队伍的素质ꎬ并推动超声医学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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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Ｉ) 是研究、开
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
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１￣２] ꎮ 其概念由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等于 １９５６ 年在关于机器模拟智能的学术
讨论会议上提出ꎮ 目前ꎬＡＩ 的研究已在众多领域取
得重要成果ꎬ在医学中的应用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后期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人们的健康意识觉醒ꎬ医疗

供需矛盾逐渐突出ꎬＡＩ 技术在医学领域开始兴起ꎮ
近年来ꎬ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
的突破推动了 ＡＩ 技术的发展ꎬ促进了医疗产业与人
工智能的深度融合ꎮ 在影像领域ꎬ制约医学影像诊
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高级视觉系统本身的缺陷ꎬ导
致难以滤除图像内含的噪音及提取清晰的关键信
息ꎮ ＡＩ 的数据挖掘技术可用于对图像特征信息进
行提取和量化ꎬ消除主观影响ꎮ 目前ꎬＡＩ 已如破竹
之势渗入多个领域ꎬ如皮肤癌的病理诊断、肺癌的
ＣＴ 诊断、甲状腺及乳腺结节的超声诊断等 [３￣４] 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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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诊断效能的同时ꎬ节省人力、财力及时间的投
入ꎬ缓解临床压力ꎬ同时在教学领域也有重要价值ꎬ
能够指导并辅助培养年轻超声医师ꎬ提高医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ꎬ缩短地区、医院之间的差距ꎮ
１

超声医学领域人才培养的现状
超声医学是一门独特的影像医学ꎬ需要操作技

能与诊断思维兼备ꎬ因此ꎬ执业者首先要持有临床医
学执业医师证ꎮ 超声检查实时、无创、便捷、经济ꎬ患
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检查并拿到报告单ꎮ 这样的
特点决定一名优秀的超声医师在手持探头检查之前
就必须具有足够的临床和影像知识储备ꎬ能够根据
不同的检查部位、检查目的在超声图像的基础之上
结合病史对疾病作出快速诊断ꎮ 因为影像上“ 异病
同影” 的情况很常见ꎬ与临床科室相比( 如心内科、
消化科、泌尿科、骨科等) ꎬ综合医院的超声医师更
是全科医师ꎬ不仅需要熟知临床疾病的原发病、继发
病ꎬ还需要知悉现行的手术途径ꎬ术后处理方式ꎬ所
用补片材料、填充物质等ꎮ 如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ꎬ
会使用金属夹或蛋白夹将残端夹闭ꎬ一些金属夹在
术后复查 时 由 于 回 声 强ꎬ 很 容 易 被 误 认 为 残 留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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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５] ꎻ甲状腺肿瘤术后局部的填充ꎬ容易被误认为
肿瘤复发或再生ꎮ 因此ꎬ若超声医师所知匮乏ꎬ则有
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困扰或纠纷ꎮ
医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住院医师ꎮ 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是完成高等医学院校基本医学教育的毕业
生接受某一学科规范系统训练ꎬ使所学的知识与技
能向某一专业方向逐渐深化的教育过程ꎮ 住院医师
时段是具备各项发展潜能的阶段ꎬ也是诊疗思维形
成的时期ꎮ 因此ꎬ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培训
对住院医师的成长很关键ꎮ 住院医师培训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后的部分地区就已开始尝试 [６] ꎬ２０１３ 年
底ꎬ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ꎬ并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ꎬ要求所有未取得«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证书» 的新进医疗岗位的医学生均需接受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ꎮ 为此ꎬ建立完善的考试淘汰机制ꎬ与
其后续能否被准入临床工作直接相关ꎮ 实际上ꎬ由
于各医院医疗水平及教学能力的限制ꎬ各机构的住
院医师培训情况存在较大差异ꎬ导致一些培训基地
的考核通过率连年走低ꎬ培养出来的医师缺乏系统、
规范的诊断思维能力ꎬ且不能自如地应对复杂的临
床工作ꎮ 如随着体检意识的提高ꎬ甲状腺检查也纳
入常规体检项目内ꎬ经常有患者因为甲状腺内的微
小囊性结节前来三甲医院就诊ꎬ原因是当地医院医
生将结节内浓缩的胶质误认为恶性钙化ꎬ建议患者
进一步检查ꎬ甚至手术ꎮ 此类常见的问题不胜枚举ꎬ
看似简单ꎬ实则是医生的诊断经验不足ꎬ没有系统的
亚专科知识储备ꎬ以至于见到一个单发的类似恶性征
象即草木皆兵ꎬ造成过度检查ꎮ 而繁重的临床工作
使得高年资医师精力、时间有限ꎬ如何能将宝贵的经
验传授给学生ꎬ并且引导学生全面提高ꎬ需要强大的
教学团队ꎮ 对于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地区医院ꎬ高
标准、规范化教学的可行性并不理想ꎬ因此ꎬ亟需一
套基于高水平平台资源建立的客观、完备的临床思维
综合训练系统ꎬ使学生在大量实战训练中获得经验ꎮ
２

ＡＩ 在辅助超声教学中的作用

ＡＩ 在影像学中的应用具有独特的优势ꎬ被称为

医生的“ 第三只眼” ꎮ 超声图像包含很多有诊断意
义的信息ꎬ其中部分信息是肉眼难以发现的ꎬ而数据
挖掘技术可以通过对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后ꎬ将这
些有用的信息以数字的形式表达出来ꎮ 因此ꎬ数据
挖掘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提取及量化图像特征信息ꎮ
其应用意义包括:①建立快速、精准、无创的结节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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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诊断系统ꎻ②摒弃人为经验干扰ꎬ减少过度检查带
来的危害ꎻ③指导并辅助培养年轻超声医师ꎮ 经过
多次的试验与校正ꎬＡＩ 的诊断效能逐步提高ꎬ多次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ＡＩ 与超声医生对抗的人机大战ꎮ
２０１７ 年ꎬ首次全国甲状腺结节人机大赛中ꎬ医生准
确率(７８％ ~ ８０％) 战胜 ＡＩ(７６％) ꎬ经过一年的不断
完善ꎬ２０１８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超声诊断科在甲状腺人机大赛中ꎬＡＩ 诊断准确率两
次战胜高年资医师(８５ ８％ ｖｓ ８５ ６％ꎬ７６％ ｖｓ ７１ ２％)ꎬ
远超低年资医师(７６％ ｖｓ ７０ ５％ꎬ７６％ ｖｓ ６６ １％) ꎬ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ꎮ 结果表明ꎬＡＩ 的诊断系统可成
为低年资医师的标准化培训手段ꎮ
住院医师的培训需要像临床实践中接诊患者一
样ꎬ将真实的病案数字化、虚拟化ꎬ从病史采集、体格
检查、辅助检查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等一系列的
流程ꎬ将病例进行真实再现ꎮ 将多个亚专科的 ＡＩ 诊
断集合后ꎬ补充临床病史采集ꎬ建立全面的数据库ꎬ
进一步使用 ＡＩ 建立超声医师综合思维能力训练系
统ꎬ并构建新的医学专家系统模型 [７] ꎮ ＡＩ 建立的培
训系统中凝聚了大量高级职称及权威医学专家的临
床经验ꎬ模拟的软件功能中应该具备全面、多中心的
数据库( 影像资料应包含确切的病理金标准结果) ꎬ
智能的病例搜索功能ꎬ专业的图片显示及分析功能ꎬ
完整的诊疗路径ꎬ严谨的思维过程ꎬ缜密的评分系
统ꎬ专业的统计分析ꎬ快捷的成绩查询ꎬ典型及疑难
病例的特别收集ꎬ高效的教学管理ꎮ 其中ꎬ图片以超
声为主ꎬ包含常规灰阶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及脉冲
多谱勒超声ꎬ还可补充弹性成像、超声造影等图像资
料ꎮ 因影像注重形态结构、部位及与毗邻器官的关
系ꎬ故人体解剖系统的掌握至关重要ꎬ培训系统中将
纳入疾病相关的系统与局部解剖 ３Ｄ 图ꎬ如肝脏的
分叶、分段图ꎬ胆管的走行途径ꎬ腹部大血管的走行
及分支ꎬ胰腺钩突及十二指肠壶腹周围、肌肉、肌腱
的起止点和名称等ꎬ设置智能的选择功能ꎬ能够按需
显示重点部位ꎬ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准确描述病变
的起源及累及范围ꎮ 因此ꎬＡＩ 可辅助教学ꎬ加快年
轻医生成长步伐ꎬ缩短医疗差距ꎬ使下级机构的青年
医生成长及跨亚专业的医师培训能够不受时空限
制ꎬ无须克服医院人员时间紧张、家庭负担困难而远
赴异地学习ꎬ通过不断地与 ＡＩ 比拼ꎬ最后成长为具
有丰富病种阅历、规范化诊断思维能力的医师ꎮ
３

ＡＩ 在超声医学中的应用前景
ＡＩ 在超声医学领域已应用于浅表器官肿瘤及
血管硬化的诊断中ꎬ随着诊断能力的提高ꎬ今后将可
用于慢性疾病的病程评估( 如脂肪肝、慢性肾炎、肝
硬化、涎腺炎及神经￣肌肉病变等多种疾病) 及肿瘤
侵袭性的预测ꎻ另外ꎬ介入性超声使得超声从诊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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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５ꎬ Ｏｃｔ ２０２０

向治疗ꎮ ＡＩ 技术可用于多模态影像融合下肿瘤的

 ３０７

用与前景[ Ｊ] .浙江医学ꎬ２０１８(８) :７８３￣７８５ꎬ７９５.

精准识别、浸润范围的勾画、自动穿刺( 机器人) ꎬ术

[３] 张时民.医学检验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展望[ Ｊ] .国

促进介入医生的规范化培训ꎮ

[４] 王霄英. 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中的进展￣２０１７ 年 ＲＳＮＡ

后随访资料的自动整合ꎬ病案资料管理及统计ꎬ均可
综上ꎬ因 ＡＩ 技术具有强大的自适应、自学习记

忆等功能ꎬＡＩ 将推动超声医学的变革ꎮ 有了 ＡＩ 系
统的辅助ꎬ年轻医师便凭借“ 站在巨人肩膀之上” 的
优势ꎬ使培训学习周期大大缩短ꎬ全国统一的标准化
训练模式也有望真正建立ꎮ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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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任武军ꎬ武小宪ꎬ包三月ꎬ等.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 Ｂ 超

将钛夹 误 诊 为 胆 总 管 结 石 [ Ｊ] . 临 床 误 诊 误 治ꎬ ２００２
(５) :３８０￣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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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陈真诚ꎬ蒋勇ꎬ胥明玉ꎬ等.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医学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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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收集入组的均为≥６０ 岁的老年 ＨＢＶ 相

近期研究表明ꎬ中医药在肿瘤防治的全过程中

关原发性肝癌患者且为小样本单中心研究ꎬ随访病

均可发挥重要作用ꎬ中医辨证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

例数量有限ꎮ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该模型在其他年

用ꎮ 本研究通过中医辨证明确患者个体的不同证候
特征ꎬ并探寻其做为长期预后预测指标的可行性、应
用前景及临床价值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是否能够结合中医证候数据建

立一个有效的 ＡＮＮ 结构模型用于患者预后预测ꎮ
本研究在前期工作中已比较是否包括中医辨证分型

龄组 ＨＢＶ 相关原发性肝癌患者中的预测效果ꎬ同时
应进行多中心长期随访研究ꎮ 此外ꎬＡＮＮ 预测其他
年龄问题未见国内外相关研究报道ꎬ其优劣势也有
待进一步研究ꎮ
【 参考文献】

(５ 型) 做为预测模型指标ꎬ而未应用中医辨证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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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型) 做为预测指标的模型其预测准确率仅在 ６０％

(５ 型) 的相对权重为 ０ ０８５ ( １２ ６％) ꎮ 因此ꎬ本研
究所探讨的预测模型中增加了中医证候指标做为预
测因素ꎮ

本研究通过应用单时间点前馈 ＡＮＮ 模型ꎬ同时

结合中医证候用于预测老年 ＨＢＶ 相关原发性肝癌患
者术后 １、２、３、４ 及 ５ 年的生存率ꎮ 本预测模型ꎬ精
确度范围为 ８８ ７％ ~ ９０ ２％ꎬ灵敏度范围为 ７０ ２％ ~

９２ ５％ꎬ特异度范围为 ６６ ７％ ~ ９６ ２％ꎮ 本模型 ＡＵＣ
值大于 ０ ９ꎬ表明该模型在 １ ~ ５ 年内预测老年 ＨＢＶ
相关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均较为准确ꎮ

本研究提出的单时间点 ＡＮＮ 模型能够为患者

提供生存预测ꎮ 这些信息对于临床医生和患者均具
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及价值ꎮ 对于高死亡风险患者可

能需要获得比低死亡风险患者更为频繁的追踪随
访ꎬ以便将有限的资源向高风险患者倾斜ꎬ而所获得
预后的预测结果也有利于患者规划其术后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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