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周刊13 2018年6月5日 星期二

医渡云技术有限公司

与医疗数据较上了劲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执行主编 刘 佳

美 编 高 妍

联系邮箱 jjrbczk@163.com

针对传统医疗数据平台无法适应后期应用需求

的问题，医渡云技术有限公司以自主开发的“医学数

据智能平台”为基础,为用户端提供领先的模块智能

定制化解决方案，协助其针对大规模脱敏医疗数据

进行集成、挖掘和应用，开展临床科研、服务与管理，

为医学数据智能应用赋予突破性价值

医渡云专注医疗大数据，打造互联网智能医疗新生态。
（资料图片）

匠心扎根，创新才会生长
□ 牛 瑾

当前，新的医疗模式正在逐
步建立，这恰恰缘于大数据时代
的来临。

在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可
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存储、处理
和分析，进而帮助医院、医生提
高临床服务质量、科研转化率和
管理效率。过去几年中，我国生
物医学大数据发展迅猛，大医
院已经能获取并记录患者的所
有临床数据。但一个有待解决
的问题是，如何聚合与分享这些
数据，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数据
流通。

日前，在 2018 中国国际大
数据产业博览会现场，国内首个
以数据智能驱动医疗创新解决
方案的独角兽企业医渡云技术
有限公司带来了基于海量医疗
数据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事实上，不同医院所运用的
信息化系统在对数据的结构和
表达上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数
据表述都是自然语言文本。同
时，每家医院的科室、医生对信
息的书写方式都可能不同，这种
极度复杂性让计算机无法理解
数据且进行计算。

医渡云首席技术官徐济铭
向经济日报记者举了个例子，比
如“二型糖尿病”的“二”，有人写
汉字、阿拉伯数字，还有人会写

“糖尿病二型”或是“Type 2
Diabetes”……这还只是比较简
单的类型，很多拗口的疾病有更
多复杂的写法，尽管在医疗诊断
里国际疾病分类编码标准有 2
万多种，但仍不足以应对实际情
形的变化。

“如今，医院信息化建设已
经从过去覆盖医院所有业务和
业务全过程的信息管理系统
HIS，发展到以患者为中心的

‘数据平台’阶段。”医渡云首
席执行官孙喆认为，区域卫生
体系的建立迫切需要完成从单
体医院向区域化数据蜕变的过
程，打造互惠共融的医疗生
态圈。

如何才能把这些纷繁的单
体原始数据变成互通往来的可
用数据，破译医疗大数据的基
础处理密码呢？孙喆指出，传
统医疗数据平台面临的挑战，
主要在于数据集中应用层无法
适应后期应用需求的变化。一
是数据标准问题，字典表的选
择有使用场景限制；二是关系
型数据库表结构问题，不支持
医学领域个性化搜索查询。此
外，传统医疗数据平台在互联
互通层面上无法完整采集历史
全量数据。

“医疗这件事，大家都想做，
比如挂号、帮患者找专家等，那
些环节自有它的价值，但最基础
的工作，即把原始数据变成可用

数据这样的‘脏活累活’，却很少
有人愿意尝试。”医渡云创始人
宫如璟笑言，就像盖房子打地基
一样，医渡云选择切入技术门槛
更高的基础处理系统，“决心与
数据较上了劲儿”。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医渡
云与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建立技
术合作,以自主开发的“医学数
据智能平台”(简称 DPAP)为基
础,打造医渡云医院精益化管理
平台、医渡云专科数据平台及医
渡云政务数据平台等产品，为用
户端提供领先的模块智能定制
化解决方案，协助其针对大规模
脱敏医疗数据进行集成、挖掘和
应用，开展临床科研、服务与管
理，为医学数据智能应用赋予突
破性价值。

“简单来说，DPAP 不仅整
合了医院异源异构的数据资
源，同时汇集了顶级医学智慧
进行医学知识梳理，包括结构
化和归一等数据的强大处理技
术，背后依靠扎实的医学知识
在做支撑。”孙喆介绍，其中超
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是 DPAP 的
核心技术亮点，能够支持自然
语言的处理和机器学习。不仅
如此，DPAP 的关键优势就是
应用足够丰富。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医
渡云成功冲破了传统医院数据
平台的一道道技术难关，打通了
一条崭新的数据通道，从而采集
历史全量数据；通过标准词表、
医院词表、临床指南、规则引擎
构成临床知识库，并生成新的衍
生数据库，有利于数据的个性化
应用而不影响原生数据。此外，
根据信息应用需求，重新进行数
据标准化，改变以往先入为主的
标准化操作方式，避免信息的裁
剪损失。

目前,医渡云已与 20 个省
区市的700余家医疗机构、100
余所顶级医院建立战略合作，为
医院融合了横跨10余年的3亿
多名患者、12 亿人次的医学数
据，覆盖30余类重大病种，创建
了 3000 多个专科疾病模型。
医渡云与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合作撰写《大数据安
全标准化白皮书》，与中国政法
大学联合开展数据信息产业安
全政策研究，与重庆医科大学合
作成立“重庆医科大学医渡云医
学数据研究院”，以“产学研”模
式树立西南区域医学数据联合
应用新标杆。

“我们的初心就是为了‘改
善人类与疾病的关系’，利用人
工智能驱动开展基于真实世界
数据的研究合作，挖掘数据的

‘隐形价值’，推动中国医疗信息
化发展及产业进步。”宫如璟如
是说。

中国工程院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科技强国助圆民族复兴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

的重要力量。大到铁路贯

穿、桥梁飞架、飞机上天、

巨轮出海，小到机械零件、

集成电路等，工程科技的

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

了无限可能。

成立24年来，中国工

程院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初步建成国家高端智

库，推动我国科学技术水

平走向世界

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工
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
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的有力杠杆”。中国工程聚焦国家战
略需求,在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
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工程建设等科
技创新任务中积极发挥作用,推动了
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

点燃创新火种

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现代
化而奋斗，是中国工程院的
使命

4年前，中国工程院迎来建院20
周年，开始了全新的征程。4 年来，
中国工程院始终坚持“创新驱动、
提高质量、服务发展”，积极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添砖加瓦，一大批工程
科技项目取得丰硕成果，一大批工
程科技难题逐一破解攻克。载人航
天、深海探测、北斗导航、高性能
计算机、高铁、特高压输变电等高
水平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神威太湖
之光超级计算机连续领跑世界、港
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超级
杂交水稻亩产上千公斤、C919 大型
客机首飞成功……

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
……一个又一个工程奇迹,正在托举
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力托举中国梦的，正是一大
批不忘初心、矢志报国的院士和广大
工程科技人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周
济表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时
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
使命，认真贯彻和积极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是中国工程院各项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1 月 8 日，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了国

家最高科技奖。
被誉为“火炸药王”的王泽山院

士用62年的执著与奋斗，书写了我国
火炸药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传奇，使
中国古老的发明绽放出创新的光彩；
88 岁仍然奋战在抗击病毒第一线的
侯云德院士用70年的顽强与拼搏，铸
就了传染病防控之盾，为人类的健康
提供了有力保障……

除此之外，4 年来，袁隆平、李立
浧、何华武、李兰娟等上百位院士和
他们的团队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和创新团队奖。

广大院士以高尚的情操和卓越
的技术铸就大国重器，始终奋斗在
自主创新的第一线，团结带领千万
名工程科技人员一起点燃创新的火
种，谱写中国通往现代化强国的宏
伟篇章。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
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
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中国工程
院院长李晓红表示，创新驱动发展，
关键在于如何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在
这一点上，中国工程院应发挥义不容
辞的责任。

建设高端智库

中国工程院已初步建
成“创新引领、国家倚重、社
会信任、国际知名”的国家
高端智库，为党和国家的重
大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
区。为保障雄安新区得到最科学有
效的规划和发展，中央决定成立由徐
匡迪院士牵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
家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工程
院。自2014年6月成立以来，委员会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规划提供
咨询建议，为实施“千年大计”国家战
略发挥着重大作用。

如此这般的大型工程咨询难题
在工程院的历史上不胜枚举。作为
国家工程科技界最高咨询性学术机
构，中国工程院加强顶层谋划，推进
制度建设，先后研究拟定了《中国工
程院关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改革措
施串点成线，研究工作成果丰硕，受
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也在国际上
产生了积极影响。

4 年来，中国工程院共立项咨询
项目 528 项，结题逾 400 项。向党中
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报送院士建议
近200份，92份研究报告或院士建议
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有力支撑了
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
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先发优势，中
国工程院开展了“人工智能”战略咨
询研究。2016年5月，中国工程院向
中央报送了关于启动“人工智能2.0”
重大科技计划的建议。随后，又组织
专家编制《中国“人工智能 2.0”重大
科技项目实施方案》，为国家出台《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把握方向、
抢 占 先 机 、引 领 潮 流 提 供 了 重 要
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宪庚认为，党
的十九大对建设中国特色高端智库

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工程院作为我国工程科技的“国
家队”,要争做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端
智库建设工作的贡献者。

“科技咨询支撑科学决策，科
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工程院要从
全局的高度、长远国家战略的高度
提出决策方针。”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旭说。

引领人才成长

中国工程院加强院士
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院士队
伍在科技创新、科学道德、
创新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支撑引领作用

百年大计，人才为本。建院以
来，中国工程院肩负起培育人才的重
任，积极为工程教育改革建言献策，
为建设世界人才强国注入强劲动力，
释放源头活水。

周济认为，人才是创新的主体，
也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
上是人才驱动，人才兴则事业兴，人
才强则事业强。

中国工程院采取“强核心、大协
作、开放式”的方式，充分依靠9个学
部，在发挥院士群体领军作用的基础
上，广泛吸收各领域专家参加战略咨
询研究，并通过完善战略咨询工作组
织方式，持续激发人才队伍的创新活
力，建设了一支以院士为核心的战略
咨询领军队伍、组织了一支以专家为
骨干的咨询研究队伍。

目前，中国工程院共有 872 名院
士，队伍年龄结构更趋优化、学科覆
盖更加全面、地区分布更加广泛。
2015 年和 2017 年，新当选院士的平
均年龄分别为56.2岁和56.37岁。

李晓红表示，中国工程院需要用
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
才政策，培育好、开发好、利用好人才
资源。要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
青年科技人才，激发人才的创造活力
和聪明才智，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创
新保驾护航。

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线。（2015年11月2日
摄） 裴 鑫摄 （新华社发）

只要谈到有关中国企业创新发展
的话题，小米和华为一定是频频出现
的两个“名字”。前者刚刚过了 8 岁
生日，一口气推出了7款新产品，为
在香港上市做着准备。以硬件起家的
小米能够脱颖而出，与始终坚持手机
侧按键要测试 50 万次这样近乎“过
分”的可靠性测试直接相关。后者成
立了 31 年，近日发布了智能计算业
务布局，为迎接全联接时代做着积
累。从 1 个只有 2 台万用表和 1 台示
波器起家的民营企业，快速成长为全
球通信行业的领导者，华为靠的是在
创新上心无旁骛的“一根筋”。两家
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致力创

新，独具匠心，最终收获满满。
不创新不行，没有匠心不行，二

者都必须坚守。其实，这绝对算不上
什么新话题。之所以此时再被提及，
主要是因为当下我国创新领域出现了
一些令人忧心的苗头。

烧钱时，一窝蜂进入；没钱了，
一窝蜂散去。一些创新企业急功近
利，热衷于玩概念、赚快钱，却较少
顾及更完善的体验、持续创新能力的
培育。所以，必须强调越是创新、越
需匠心，匠心扎根，创新才会生长。

创新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国力强
盛的源泉。但是，“创新路”不能简
单等同于“闯新路”，而是要求长久
专注于特定领域，把持续创新获得的
竞争优势变为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把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贯穿企
业转型升级全过程，以此开拓更多科
技和商业模式的“无人区”。细数大

国重器辉煌的背后，有着大批几十年
如一日、不断攻坚克难的大国工匠支
撑，就是最好的例证。实际上，“中
国制造”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最大差
距，已经从产业应用转移到基础研
发，想在基础研发上有所突破，也需
要多些“掘地三尺”的韧性、少些浅
尝辄止的任性。

过去，我国不少领域被核心技术
“卡脖子”。如今，随着“中国制造”
不断升级，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但被
质量“卡脖子”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技术进步给提高工作效率创造了
可能，但要生产出经得起检验的产
品，少不了“文火煲靓汤”的沉淀。
在“好不好”替代“有没有”成为市
场交易看重的砝码的当下，企业自然
要把精力转向锻造品质，突破“做不
精”的难关，用高质量的产品化解品
牌“叫不响”的困境，打造出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素来崇尚工匠精神的德
国，就是把产品当成艺术、把质量视
为生命，在品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
实现了创新能力的水涨船高。高品质
的产品从来就不是潦草应付的结果，
以创新为导向的“独具匠心”才是现
代化工业应有的样子。

当然，越是创新、越需匠心，越用
匠心、越生创新，这是递进的过程。因
为，用心了，就会做到一丝不苟；做到
一丝不苟了，还想精益求精、追求极
致；在精益求精和追求极致的感召下，
就会萌生创新的念头和思路。

匠心不是一门心思的闭门造车，
创新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既
着力“大刀阔斧”的创造，又不忘下

“绣花针”的功夫，以匠心向下扎
根、以创新向上结果，才能更好地实
现高质量发展，才能让我国高端切入
全球创新链条。

我国第二艘航母完成首次海上试
验任务，返抵大连造船厂码头。（2018
年5月18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