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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

数字化驱动下的健康与医疗服务模式的变革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张黎刚浅谈健康体检行业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

理解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张黎

刚说，“以前我们谈一个人健康不

健康，就是指他生不生病。 不生病

是健康的，生病了是不健康的。 后

来，亚健康状态的概念被提出。 没

有生病，但是很多指标变化了处于

不正常的状态，这就是亚健康的状

态。 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往对健康

的定义就显得太粗糙了。 ”

伴随数字化的发展，人们对于

健康的追求更加细致，更加注重精

细化的健康管理。 “当前的健康管

理，是以当下为主，是静态的，而精

准的健康管理应该是基于历史数

据与当前数据，预测健康和评估疾

病风险， 是要以健康大数据为基

石，在健康大数据应用分析的基础

上，通过人工智能加速实现精准化

健康管理， 预测未来疾病风险，并

有针对性的定制个性化的健康管

理方案，打造闭环式的健康管理服

务模式。 在数据分析上，我们在很

多地方需要向国外的一些领先公

司学习。 爱康集团全面升级健康大

数据的分析和应用能力，比如针对

心电数据，将纸质的心电数据电子

化， 建立心电监测大数据平台，将

原有的静态数据和现有的动态数

据整合， 通过 AI 人工智能辅助诊

断对心电数据的监测分析，发现高

风险人群，并形成闭环的健康管理

服务体系。 ”

也就是说，大数据的意义并不

在于掌握大规模的数据和海量的信

息资源， 而是通过人工智能将有意

义的数据进行专业的处理分析，精

准赋能健康管理， 更高效的发现疾

病隐患提前加以干预和治疗。

爱康集团自创立至今， 一直

致力于以创新科技驱动健康与医

疗服务模式的变革， 通过不断的

产品和服务升级， 帮助客户更早

发现身体异常， 从而实现更早发

现、 更早诊断， 提升国人生命质

量。 从人工体检到人工智能化和

大数据的引进及应用， 爱康集团

始终在探索中前进， 以人工智能

和精准医疗赋能健康体检、 慢病

管理和疾病治疗等方面， 不断升

级国人健康管理模式。

人工智能在预防医疗领域放大

了专家价值，让医疗触手可及。张黎

刚表示：“人工智能与医生之间的

关系相当于导航系统与飞行员之间

的关系。之前，医生是没有这个导航

系统的，是基于临床指南、循证医学

和临床经验， 但是这不是完整的导

航系统。 而随着人工智能在医疗领

域应用得越来越广泛， 无论在预防

还是治疗方面， 医生将越来越依赖

于人工智能。 ”

由于中国医生总体短缺， 通过

人工智能将有效放大专家的力量与

价值，整体提升医疗质量。 在中国，

2017年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为 2 人，

美国是 2.7 个医生，法国、德国等欧

洲的发达国家是 3.3 个医生。 中国

医生少———医疗资源分布也不均

衡， 重点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与非

重点城市的医生相比， 两者的专业

水准差距是相当大的。 在高水平的

专家数量少的前提下， 引进人工智

能， 一定程度上复制了专家专业化

服务，促进医疗的标准化，提升医疗

质量与效率， 从而弥补中国医生总

体短缺这一现象。

技术的进步在疾病的早期筛选

与预防方面也起着重大的意义。人工

智能带来的精准医疗赋能健康管理，

能够更早、 更有效地发现疾病隐患。

张黎刚介绍， 在预防医疗领域， 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下的综合分析能够

给出量化评估， 从而测出多种疾病

的风险， 为疾病的管理与筛查提供

科学可靠的评估。 对于医生而言，面

对不同人群，不同疾病，都有其治疗

的“黄金时期”，这些时间往往稍纵

即逝，那么在重大疾症的预防与诊疗

过程中，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下的精准

医赋能便显得尤为关键。 精准、科学

的专业检测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在早

期发现并帮助医生在疾病面前抢占

先机为患者赢得治疗的时间。

当然， 除了对于个体健康管理

的意义，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医疗

健康的领域的应用还能促进建立更

好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 通过汇总

数据实时流行病监控， 建立公共卫

生预警体系， 能够更快速有效的做

出防御措施。 在智能化发展较落后

的时代，对于流行病的爆发，病毒必

须要感染一部分人才能让我们知道

病毒有多凶悍、传染力有多强、传染

有多快，这就会有时间上的滞后，而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搭建的

公共卫生预测体系， 通过检测以及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能够更快、

更早、更准确地评估病毒的传染性，

建立更好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 未

来， 相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得到

充分应用的情况下， 对于疫情常态

化将有更大的帮助。

人工智能已经在很多医疗细分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爱康集团一直

始终致力于研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一直积

极关注、 探索、 应用基因检测等新

技术。

张黎刚介绍， 眼底高清成像

是爱康集团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

领域之一。 爱康首先在眼科领域，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做了全面提升。

在眼科检查方面， 某些程度上可

以取代医生人工的操作了， 只是

最终的结果还要请眼科医生做判

断。 通过人工智能， 体检时拍几

张眼底照片， 还能够精准筛查并

提示肿瘤、 慢性病。

爱康经过长期的研究及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在眼底成像的应用

中，已经可以及时发现 4 类严重威

胁眼部健康的眼底异常情况。

仅是眼科领域， 人工智能在其

他领域筛查的应用也已经越来越深

入。 张黎刚说：“心电领域也是一样

的。现在，爱康每一个体检中心配两

个心电医生。接下来，心电全部联网

以后，人工智能读图，能够放大医生

专家的经验和能力。所以，人工智能

+体检，已经不再是未来时，而是现

在时。 ”

张黎刚表示，“医疗服务最核

心的就是信任。首先，体检机构的医

疗设备要过关。其次，要提供专业优

质的医疗服务。 私立医疗服务机构

很大的软肋是医生资源的薄弱。 爱

康集团正在通过人工智能、 大数据

和基因检测等科技的手段， 提升医

疗服务效率。 ”

健康作为一串不断变化的动态

数字，需要我们自己时刻关注。“重

治轻防”作为一种传统的健康观念

亟待改变，把预防提到应有的高度，

通过早诊断早治疗的手段，才能使

我们既花较少的钱，又能够得到有

效的治疗。 健康体检企业也应该与

时俱进， 在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

重点思考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

健康管理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医

疗服务体系，利用已有的条件积极

的提高对疾病的早期认识，帮助医

生提升诊疗能力，帮助用户更好的

预测判断病情，提供及时的决策，做

到早筛早诊早治疗，真正实现“健

康中国”。

张黎刚说：“医疗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医生。 但是，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 基因检测等新科技与医疗

的结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基因

检测主导的医疗健康行业已经到

来。 爱康将始终致力于以创新科技

驱动健康与医疗服务模式的变革，

通过不断的产品和服务升级， 帮助

客户更早发现身体异常， 从而实现

更早发现、更早诊断，提升国人生命

质量。 ”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化渗透到当今各行业各领域， 为每个行业都带来了新的

挑战与发展机遇。 同样，在关乎人们身体健康的健康体检领域，对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已在快步发展中。 作为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行业领先地

位的爱康集团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健康事业的应用与发展上始终颇具前

瞻性。 对于爱康集团而言，构建一个专业的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网络，让人

们更加重视健康，是爱康集团的初心。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

黎刚介绍，医疗服务最核心的就是信任。作为“健康守门人”的体检机构医疗

设备要过关，要提供专业优质的医疗服务。 爱康集团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基因检测等科技的手段，提升医疗服务效率，把医疗服务做到位，为

百姓守好健康之门。

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黎刚

专题

爱康不断升级“有人管的体检”，率先提出 iKangAI+战略，旨在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