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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大战，10名资深医生差点输了
岳麓峰会，人工智能专场人气爆棚

医疗领域，AI有望深度“解放人脑”

“东有乌镇，春有岳麓”，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以其独有
的魅力，让众多技术“大牛”尽情地描绘着未来的互联网世
界。这其中，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下最热，开幕式及多个专场活
动，多名行业大咖不约而同带来了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理念和
技术。4月3日， 岳麓峰会人工智能专场人气爆棚，“人类染色
体影像处理人机大战”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记者 杨田风 刘璋景

人机大战，AI更高效
3日上午， 人工智能分会场
内， 全球首次人类染色体影像处
理人机大战紧张上演。 人工智能
结合医疗领域从未有过此类型比
赛，10名中信湘雅医院资深研究
员一字排开，直接对战由光琇-自
兴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研发的全
球首款人类染色体影响智能处理
系统。按照比赛规则，主办方在现
场提供了10个病例共300张染色
体分析图片。比赛结果显示，AI系
统分析病例平均时间1分23秒，染
色体分组识别率百分之百。 但单
条染色体识别准确率99.13%。长
短臂摆放准确率87.17%， 机器完
成总时间13分47秒。 医生们所有
准确率都达到100%，平均分析时
间22分36秒。
人工智能是输给了医生们
吗?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院长林戈不这么认为：“我们这
套AI系统才投入使用半年， 所掌
握的各种异常数据还不够多，目
前还不能跟一个十五年临床经验
丰富的医生比。 但一般医院培养
一名病例分析医生至少需要3年
时间。”林戈表示，随着AI系统不
断学习存储异常病例数据， 预计
最快几个月，AI系统分析处理病

例准确率就可以达到十五年经验
医生的水平。据悉，未来这套系统
将全面推广， 造福更多的医生与
患者，“AI系统未来能更好地解放
人脑， 医生会有更多精力放到医
学研究方面。”

机器人玩不过“规则”
人工智能这么厉害， 很多人
难免担忧人工智能是否会完全替
代人工，人工智能会造成失业吗？
对此，林戈表示，在医疗领域，AI
可以取代具有重复性、高难度、需
要大量人力的工作， 但在决策性
及医患人文互动等方面，AI是不
可能替代的。 林戈以医院为例进
一步解释：一年要处理1.5万份病
例，医生劳动强度较大。AI系统成
熟后，完全可以进行初步诊断，医
生只需进行最终判断。 基层医院
也不用专门培养染色体分析研究
医生， 通过AI系统做出初步结论
后，再跟上级医院联动，便能给病
人以专业准确的诊断。
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技术主
题专家组组长王田苗的一句话则
总结性地表明了观点，“在一个封
闭完整的逻辑空间、在有限的规则
里，机器可以战胜人类，但是跨过
这条规则，机器不可能战胜人类。

大咖聊AI
未来医疗，最重要的就是人工智能，将以移动数字化为技术特征，
以智能手机为中心平台，兴起一种新型、民主、便携的医疗模式。人类应
该运用人工智能建立自己的GIS——
—地理信息系统。这是一个丰富的多
维度的信息嵌合体，可以用来解读个人的健康情况，当这些数据完成积
累和整合，一个数字化的个体医疗体系也就形成了。
——
—著名生殖医学与医学遗传学专家卢光琇
AI不能完全靠自主学习，而得靠人标注后再去学，这也意味着AI有
太多的本地化落地工作。未来，AI产品和互联网产品更多会在实体经济
找机会。
——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CEO傅盛

专场聚焦
投融资路演专场
中南地区企业线上融资通道开启
本报4月3日讯 在今天举行
的互联网岳麓峰会·投融资路演
专场上，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倪正东， 达晨创投执行合伙人肖
冰等顶级投资机构合伙人、 知名
创业者500余人云集，共同探讨浪
潮之下创业与投资新风向。
倪正东认为， 中部市场正在
崛起， 技术驱动型创业变得越来
越重要， 他希望今后能与湖南的
创业者、创投机构、政府部门多样
化合作。肖冰建议，创业者要艰苦

卓越， 依托湖南本土的产业的优
势，在红海市场差异化竞争，讲诚
信， 守契约， 主动地接触资本市
场，利用创投湘军的力量，推动本
土企业成长。
会上，中南地区企业融资通
道开启，清科集团项目工场将联
合麓 谷 高新 创投 开 展 线 上 线 下
相结合的整体合作方式，共同开
通中南地区企业线上融资通道，
帮助 早中 期优 质 企 业 项 目 做 好
融资对接工作。 ■记者 杨田风

人机大战现场。

记者 杨田风 摄

峰会“黑科技”
本土产无人车亮相
无人驾驶全面推广还需5年以上时间
岳麓峰会上，会场内热闹
非凡， 场外也是人气爆棚，乐
趣多多。在峰会上首次亮相的
“星云无人驾驶车” 就吸引了
众多嘉宾与市民的关注。记者
注意到，这辆车从外观看与同
类型的车并无不同， 只是车
前、车底前方、车顶等处有一
些黑色装置。 湖南星云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红民介
绍，车上设有激光雷达、毫米波
雷达等多种传感器， 任何物体
只要在视线范围内都可以感
知，并上传到运算系统，系统就
会发出相应指令，并作出减速、
刹车等各种动作。周红民表示，

车子是公司完全自主生产的，
主要用于旅游观光。
无人驾驶也是 人 工智 能
专场的热点话题，国防科技大
学智能科学学院教授徐昕表
示，无人驾驶需要结合智能交
通系统发展， 全面推广开，可
能还需要5—10年发展时间。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有限
公司CEO马潍在演讲中透露，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员与湖南大
学、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深入合
作， 长沙湘江新区提供智能系
统测试场， 一期1200亩投资
18.9亿， 长沙在智能驾驶领域
的发展前景不可小觑。

电子标签让无人店更智能
智能电子 标签 、 自 主结
算、智能监控……峰会会场外
搭建的孚利购无人值守智慧
店里人流络绎不绝，有的为购
物， 有的只为体验一把高科
技。“选好商品拿到结算筐里，
电脑几秒钟就给出了消费总
额， 扫描二维码即可支付，太
方便了！” 参展市民田女士感
叹道。据了解，目前，孚利购已
在长沙运营15家无人店，2018
年预计在全国开张200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家

会场临时搭建的无人店，最新加
持了一项由湖南企业研发的新
科技：电子标签。
“
与纸质标签相
比，电子标签可以实时便捷更新
价格，出错概率低、丢失率低。”
长沙丰灼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冯威介绍，产品4月底完成
公测后，将全面推广，长沙是重
点发展地区，公司已与孚利购、
湖南中吉自动售货机达成深度
战略合作，和老百姓大药房、珊
珊超市、九芝堂、湖南烟草、步
步高也在商务洽谈中。

无需人工
签到考勤
峰会现场，“远钧科技无
感知人脸识别” 引得众多参
观者前来体验。“只需超过四
分之一的脸部进入摄像头，
系统就会自动与人脸库照片
进行比对、匹配。”作为国内
较早开展人工智能研发的机
构，远钧科技负责人透露，远
钧 的 研 发 团 队 自 1997 年 成
立， 早期主要为特种敏感行
业进行人脸识别算法研究和
产品应用实践， 自公司成立
以来， 目前他们的产品已经
应用于国内的监狱、学校、园
区等诸多单位。
该负责人介绍， 无感知
人脸识别系统能对多路摄像
头监控范围内的多个人脸同
时进行检测、跟踪，并与大规
模人脸数据库进行实时比
对，无需配合，露脸即实现快
速身份识别， 且可提供24小
时监控与预警， 在公安机关
追逃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该设备已广泛运
用于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的各类考试上， 因为有
了无感知人脸识别， 无需人
工签到考勤， 只需将设备放
于教室门外， 就能识别出考
生是否都已经参考， 而且还
能辨别出是否有替考人员。

论坛传真
新媒体论坛：互联网内容创业正进入黄金时代
本报4月3日讯 “互联网
内 容 创 业 正 进 入 黄 金 时 代 。”
今日上午举行的岳麓峰会新
媒体论坛上，北京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彭波在演讲中表
示， 互联网免费时代正在远
去，越来越多的用户会愿意为
内容付费。

如何进行内容供给侧改
革，不断生产自带流量的好内
容?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副
总 编辑 ， 新 湖 南 、 华 声 在 线 总
编辑颜斌认为，要聚焦新媒体
产品的原创亮点和传播爆点，
真正为用户提供及时、 有分
析 、有深 度 、 有 角 度 的 资 讯 和

信息，“移动互联网时代，资讯
是 无 法 独 家 的 ，但 思想 、观点
与文化永远可以是独家的。”
颜斌认为， 新媒体内容的
生产、结构和节奏，要适应当下
的技术和渠道， 内容与技术要
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
传播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