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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智慧医疗崛起
翻译 | 李建

由 于 新 冠 疫 情 已 经 持 续 三 年，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在这三年

时间里，也经历了会议停摆的影响，但

是这几年数字化经济大发展，而且医疗

产业快速发展，给了给医疗做配套的冲

压、钣金行业很多的订单和机会。掌握

医疗发展趋势，对于金属成形从业者非

常重要。以下是知名专家对于 AI 智慧

医疗的思考。

综观 AI 在心脏医学上的应用，大

致可分为四大面向：第一是医疗经济

学，第二是远距医疗和居家健康照护，

第三是精准医疗，第四则是预测跟预防

医学。

首先就医疗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如

果时间退回到 1950 年，医学知识要呈

倍数成长大概需要 75 天的时间，大家

不会感觉到医学信息进步的速度飞快。

到了现在的信息时代，每天都有新信息，

医护人员每日平均要花2小时做字处理，

80% 的医师都觉得工作负担很重。

于是有些研究人员开始运用 AI 深

度学习的方式，从大量心电图中分析心

脏常见的 12 种心律，结果 AI 做出来

的诊断表现，与心脏专家的判断高度相

似，以单一导程的心电图来看，AI 判

读的准确率，可以高达 96% ～ 97%

以上。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AI

可以降低医师的工作负荷，节省判读时

间并提升分析质量。

远距传输数据　第一时间诊断

在远距医疗和居家健康照护方面，

则可以运用简单的装置，将病人的情况

实时传输给医生。像是由数字健康新创

公司 EKO 推出的 AI 数字听诊器，可

以透过分析心电图的第一导程（Lead）

来 侦 测 心 房 颤 动， 不 仅 敏 感 性 高 达

99%，特异性、准确性也高达 97%，

除了分析心律变化，也能从心音和肺音

侦测病人是否有心衰竭。

如此一来，居家照服员就可以运用

AI 数字听诊器，把数据传输到医院，

让医师能在第一时间诊断。除了专业装

置外，病人也可以透过简易的穿戴式装

置侦测，像 Apple Watch 针对心房颤

动的诊断准确度也高达 97.5%。

另一种则是用光学讯号（PPG）

的方式。当一定波长的光束照射到皮肤

表面时，每次心跳，血管的收缩和扩张

都会影响光的透射或反射。香港大学的

研究人员，就用手机照相搭配 AI 算法

的方式，只需 20 秒就能判读病人是否

有不规则的心跳。运用很简单的穿戴式

装置和手机光学，即使病人远距在家，

也可以马上知道心脏有无异常状况，及

早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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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训练达到精准与

预防医疗功效

在精准医疗方面，以心脏科为例，

病人所使用的药物有各式各样的化学

式，有些化学结构非常相近，仅用人工

方式判断，相当耗时；但透过 AI 工具，

就能在短时间内，针对不同病人的需求，

筛检出新开发的心脏血管药物；细微如

药物的化学结构，更进一步就是人体的

胺基酸或核酸的排列结构式，透过训练

AI 模型，能快速掌握病患体内 DNA

的化学结构排列组合的状况，并对症下

药。

在预测和预防医学方面，心脏科门

诊最基本的检查，就是心电图和心脏超

音波，两者都属于非侵入性的检查，若

能透过 AI 进行深度学习，便能从心电

图和心脏超音波中，预测病情将出现怎

么样的变化。

全 球 排 名 第 一 的 美 国 梅 澳 医 院

（Mayo Clinic）便从近 4 万 5000 名

患者身上，取得大量数据，利用 AI 算

法分析病人的心电图和心脏超音波，在

预测未来的疾病变化，甚至是存活率或

死亡率的结果上，都得到优异的预测数

值。从这些数据中也可以看出，随着病

人的年龄变化，疾病演变的状况等，因

此每个病人都可以做出专属于他的特殊

病程纪录。

AI 刚开始发展时，人们很难相信

AI 在心脏医学上的四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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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12 导程静态的心电图，能够看出

这么多信息。后来我才明白，计算机有

非常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将心电图好好

拆解分析，让人不得不相信 AI 是如此

强大的预测工具。

除了心脏科，像是糖尿病或高血脂

的病人，其视网膜上的小血管常会出现

钙化或堵塞的情形，运用眼底镜，并以

AI 分析上千甚至上万名病人的视网膜

变化后，甚至可以预测他的心脏血管是

否也有类似变化，以及病人在几年后是

否会出现心脏血管的问题。

投入临床产品   协助 AI 落地化

总的来说，在心脏科运用 AI 智慧

医疗，大致有 3 种分析方式，第一是

心血管影像；第二是心电生理学，如心

电图；第三是介入性的心脏病学，像是

采用心导管手术置放支架，则需要运用

更深一层的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系统。

以商业角度来看，要让 AI 技术落

地，跟产品型态很有关系。目前以穿戴

式装置最为普及，在早期诊断上很有帮

助，尤其在居家医疗上，病人可以上传

传输数据，让医护人员及早掌握病情。

另外是有关大量讯号的处理，像是

24 小时的心电图，甚至是长达 14 天

的心电图，透过 AI 算法进行快速判读，

让医护人员马上知道 14 天中，哪些资

料最重要，无需从头看到尾，大幅节省

时间。此外影像判读也很有帮助，像是

针对常用的心脏超音波，可以快速产出

一份初步报告，以上都是在临床应用上

可以很快发挥作用的产品。

最好的医生并非擅长治病

而是预防

即便是辅助诊断，也有几个可发展

的面向。首先是运用 AI 工具，能够自

动撷取左心房的容积和结构，与医师的

专业判断相比，准确率高达 99% 以上。

接着透过分析病人的计算机断层影像，

20 秒之内，AI 就能预测心房颤动的起

源点位置，正确率高达 88.6%，在病

人还没有接受电烧手术之前就可判别。

当真正进行电烧手术时，AI 模型也能

协助分析，哪些讯号需要灼烧、哪些讯

号可以忽略，对于辅助电烧手术非常有

帮助。

而在心电图的自动判读和预测上，

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是针对少见的

遗传性心律不整，比如好发于亚洲人，

因基因遗传所引起的布鲁格达氏症候群

（Brugada Syndrome），是会引发

心脏猝死的严重疾病。有时这些细微变

化，在心电图上非常难以判读，但透过

训练 AI 模型，是非常好的预测模型，

可防止病人猝死。

第二是运用 AI 模型，可从心电图

上预测是否会出现肺动脉高压。特别选

择肺动脉高压的原因，是因为若在初期

没有好好诊断，到末期会引起右心跟左

心同时衰竭，这时再使用药物治疗的效

Apple Watch 针对心房颤动的诊断
准确度也高达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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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限，大概只剩下换心一途。此外，

如果肺动脉高压超过 50mmHg，5 年

之内致死率超过 50%，率先发展出肺

动脉高压的 AI 预测模型，可以说是相

当必要的。

诚如《黄帝内经》所言：“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意

思是圣人不等疾病已经发生时再去治

疗，而是在疾病发生之前就治疗；唐朝

药王孙思邈也曾说：“上医治未病，中

医治卧病，下医治已病。”医术最高明

的医生，并非擅长治病，而是能够预防

疾病的人，也是现今预防医学的理念。

AI 是一名很好的医师，不仅能够

有效辅助医师诊断，也能透过预测模型，

掌握病人未来的病情，对于预防医学非

常有帮助。除了运用在心脏科以外，AI

在其他医疗领域也都能发挥作用，达到

早期诊断、早期预防的功效。在精准医

疗下，为每个病人量身打造专属疗法，

可以确定的是，AI 在未来的数 10 年间，

将为医疗产业带来革命性的进展。

透过训练 AI 模型可防止病人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