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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人工智能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诊断、治疗和控制中的应用场景和进
展，以利用人工智能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提供助力。
[方法]剖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技术需求，从人工智能基因测序、辅助诊断、远程专家
系统、药物筛查与研制等方面，分析当前的应用进展，挖掘应用的机遇。
[结果]中国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存在诸多的技术短板有待科技助力，AI 能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处于初步阶段，缺乏经过验证的落地成果；AI 辅
助诊断领域重复性研发较多，其他方面研究较少。
[局限]当前应用的数据大部分来自网站报道，如有更多的学术性成果，进展的分析将更全
面。
[结论]需要加大投入和调控，在数据、算法和算力共享的基础上，各方面全面展开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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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thods] Combing with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ent application 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 sequencing, auxiliary
diagnosis, remote expert system, drug scree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China is the hardest-hit country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t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technical
1

*

本文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807471）的研究成果之一。

chinaXiv:202002.00015v3

shortcomings to be assis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it is still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with lack of proven achievements. There is much repeated development in auxiliary diagnosis.
[Limitations] Most of the data currently in use comes from reporting, and progress analysis
would be more comprehensive with more academic results.
[Conclusions] It needs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based on the
sharing and opening in data, algorithms, and computing capacity to help promoting control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More investment and regulation are needed.
Keyword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pplications Advance

自 2019 年 12 月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疫情防控已成为中国当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
卫健委发布 2020 年 1 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1]；2 月 3
号，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等指
南，明确了新冠肺炎的病理学特点､临床特征､提出了新冠肺炎的诊断标准以及
治疗方案等内容，指导了中国的疫情防控 [2] 。“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
疗”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但面对快速传播的新冠肺炎，在疫情检测能力､诊断手
段和治疗药物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技术短板。2 月 4 日，中国工信部发布倡议，鼓
励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冠肺炎[3]。在此
之前，诸多医疗机构､企业和研究院所已经开展了“人工智能(AI)+新冠肺炎”
研究和产品研发，但仍然需要更详细的应用指导，以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 ｡
因此，急需总结当前新冠肺炎中 AI 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分析新冠肺炎防控的技
术需求，基于 AI 的技术优势探寻 AI 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应用场景｡

1 新冠肺炎防控的需求
随着临床数据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对新型冠状病毒和新冠肺炎有了
一定的了解，我国已经形成了新冠肺炎诊断的多级方案和防治措施｡但仍然存在
以下问题急需解决:
(1)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测序是新冠肺炎诊断和治疗的关键。中国 ､法国､英
国等国家都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基因组测序工作，全球发布了近
20 个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发现病毒未现太大变异[4]。但现有病毒基因组
测序无法完全反应所有病例的病原体基因组顺序，病毒还存在潜在变异风险，
仍需进一步对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进行测序，尽可能全面的绘制现有新型冠状病
毒的基因组序列，监控突变的发生，并预测其突变后的 RNA 结构。
(2)患者的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表现､实验室检查数据和肺部影像数据是诊
断新型肺炎的必要信息，但感染者的指数式增长，给医生临床诊断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当前，新冠肺炎的诊断主要依靠人力，内容多､耗时长，导致大量医院
超负荷运转。部分医院不能及时对患者诊断，大量患者需排队数小时等待检测，
极大的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3)进入二月以来，疫情呈现向医疗资源匮乏 ､诊疗水平落后的地区迁移和
渗透的趋势。湖北省黄冈､孝感等武汉周边城市，确诊数在不断增加，但其筛查
诊断新型肺炎的能力十分有限。我国医疗资源在各地的配置不均衡，优质医疗力
量均集中在大中型城市[5]。而在那些诊断新型肺炎缺乏经验以及医疗水平不发达
的地区，如何快速进行患者诊断，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4)研发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和对症药物，是疫情防控战役决胜的关键 ｡

截止 2 月 7 号，尚未有批准上市的疫苗和特效药物。最新的进展是美国研究人员
发现一名接受瑞德西韦治疗后的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改善 [6]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
所研究指出瑞得西韦(Remdesivir，GS-5734)和磷酸氯喹(Chloroquine)能在细胞水
平上有效抑制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7]。但是，这些药物在人体上的作用还需要
严格的临床验证，仍有必要快速､持续开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的筛查，为后
续的药物设计和实验开发奠定基础。
(5)随着全国性新冠肺炎防控进入第二阶级，前一阶段的疫情防控，消耗了
大量的疫情防控药品和医疗器械，大部分地区医疗资源告急，而新冠肺炎进入
第二波流行上升期，确诊和疑似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激增，对医疗资源的需
求将进一步扩大。如何合理科学的进行区域乃至全国的资源配置，针对防控资源
需求重点规划产能，为疫情防控提供保障，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chinaXiv:202002.00015v3

2 AI 助力新冠肺炎防控的进展
人工智能是通过模拟人类思维过程进行模拟并应用的新兴学科，包括信息
和数据处理､机器学习人机交互等技术，具有庞大的算法体系，在社会各个领域
都有着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范围和应用规模不断扩
大，在疾病诊断､治疗､人口健康管理､监督和调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目前，
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的需求，国内外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应用。
2.1 基于人工智能的病毒基因测序
2019n-Cov 属于 β 属冠状病毒，与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鼻病毒和人偏肺病毒以及 SARS､MERS 病毒具有一定的相似性[8，9]。新
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是区分新冠病毒与其余病原体的关键，对于锁定新冠
肺炎疫情元凶､研发检测工具､寻找有效疗法的意义十分重大。虽然已发布了多个
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测序是一个长期
的动态过程。人工智能可有效地解决人工测序存在耗时长､工作量大的问题。最新
报道显示，阿里巴巴达摩院将研发的 AI 算法应用到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测序中，
构建了浙江省自动化全基因组检测分析平台，能一次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 DNA
分子进行序列测定。该平台能快速对病毒感染患者的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并确定
是否感染，相比于试剂确诊技术，能极大的防止病毒变异产生的漏检；而相比
于人工测序，能将 12 小时的工作缩短到 2 个小时以内，极大地提高了检测速度
[10]
｡但整体上，目前利用 AI 进行 2019 n-COV 基因测序的工作开展较少。
利用人工智能进行 AI 测序，在全球重要传染性病原体的基因工作中，都有
重要的应用[11]。如利用 DeepVariant 进行埃博拉病毒的基因测序，在此基础上判
断其基因的突变特征，能大大加快 RNA 结构的预测速度 [12] ｡ DeepVariant 是
Google 公司研发并开源的用于基因组构建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能用来分析基
因序列，并识别基因差异 [13] ，显著减少基因组测序错误 [14]｡除了 DeepVariant 之
外，Deep Genomics 公司 SPIDEX，基于深度学习技术，能计算出遗传变异对
DNA 拼接的影响，在人工智能基因测序方面具有突出的成绩[15]。利用人工智能
进行病毒基因测序和基因变异分析，是基因领域的新方向，具有极大的发展前
景，能够有效地对 2019n-COV 进行基因监控。随着百度､google､Deep Genomics
等公司免费开放 AI 算力，用于全球的 2019 n-COV 的基因测序工作，将极大地
促进该工作的开展。当然，目前还缺乏专业性的论文报道，通过 AI 对 2019nCOV 进行基因测序，能取得哪些突破性进展，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2 基于机器视觉的新冠肺炎临床辅助诊断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靠病毒核酸检测，这种方法虽特异性强，但敏感性
差。新冠肺炎患者肺部影像表现早于临床症状，在影像学表现上会有明显异常。
如研究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CT 影像表现为早期以胸膜下斑片状､团状､

节段或亚段性磨玻璃影为主，进展期病灶增多､范围扩大，发展为双肺多叶受累
的磨玻璃影与实变影，重症患者表现为双肺弥漫性病变，呈“白肺”等形状[16]。
胸部 DR 和 CT 影像，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对患者的肺炎情况进行分析 ｡但
Holshue 等研究指出，美国一例确诊患者的胸部 X 片不见异常[6]；而我国大量
临床案例也表明，疑似患者 CT 影像病灶十分明显的情况下，胸片仍然正常。CT
影像是新冠肺炎诊断的更可靠影像。影像科医生可利用 CT 影像的特异性异常，
排查“高度疑似肺炎患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新冠肺炎的影像学诊断工具
将十分有助于新冠肺炎的早期筛查，加快诊断速度，目前已有多例报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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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I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检测中的应用
系统名称
新型冠状病毒 性
肺炎智能影像评
价系统
人工智能医疗 影
像诊断系统肺炎
诊断 AI 特别版
Dr.Wise® 全 肺 AI
医学辅助诊断系
统(肺炎增强版)
DEMETICS®201
9-nCoV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影像云平台

识别对象
CT 影像

应用医院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等

来源
https://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5794740

CT 影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等

http://www.sohu.com/a/37136
5603_115128

CT 影像

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
新院区等

http://www.sohu.com/a/37136
5603_115128

CT 影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等
未见报道，提供云服务

https://mp.weixin.qq.com/s/xR
r6B0e12eryqptmunTEXQ
http://info.finance.hc360.com/
2020/02/071128470789.shtml

肺 炎 DR
和 CT 影
像

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利用机器视觉，进行新型肺炎的辅助诊断，主要是
通过识别 CT 影像进行。机器视觉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但由于当
前大部分系统仅在部分医院应用，存在样本集不够的问题，这会限制 AI 的临床
意义。目前，尚未有研究报道 AI 诊断的临床应用数据，各个系统的识别准确度
以及对医务工作者的帮助程度有待考量。现有大量的研究指出，通过 CT 影像，
进行肺炎､支气管炎等的诊断上，准确率较高。如我国学者在 2001 年就已经开展
了人工智能在医学 CT 影像中的应用，构建了基于距离变换的算法，能快速进
行软组织分层显示处理，提取影像中的物体外轮廓和切割深度 [17]。Weikert 等使
用 FDG-PET/CT，测试了一种基于 AI 的检测和三维分割原发性肺癌的肺结节检
测算法的性能，该算法能对肺癌进行可靠的检测和三维分割，诊断率达到
90.4% / 70.8%，但因其仅适用于≤3cm 的肺结节检测，对较晚期肺肿瘤的检测
和分割不够精确[18]。可以预计利用现有的 AI 框架和机器视觉模型，在大量临床
样本的训练后，能够实现对新冠肺炎的高效率和高准确率的诊断。但是，由于现
有机器视觉模型较多，不同的模型对 CT 影像的识别能力不同，在研究尤其是
产品研发中，要充分进行 AI 模型的对比分析，选择更适用的模型｡
2.3 基于专家系统的新冠肺炎远程 AI 诊断平台
2 月 5 日 ， WHO 宣 布 启 动 了 一 项 6.75 亿 美 元 的 战 略 准 备 和 响 应 计 划
(SPRP)，支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帮助提升薄弱地区卫生系统的应对能
力[19]。在专业医疗队伍有限的条件下，提升薄弱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方式是
构建远程诊断平台。随着中国疫情向中小城市和乡镇等医疗能力不够的区域发展
中国卫健委已经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远程医疗，辅助县镇村的新型肺炎诊断
和防控[20]。最新报道显示，中国已有个别区域正在开展 AI+新冠肺炎远程系统的
研发。如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导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智能影像评价系统
远程医务人员可以将患者 CT 图像上传至该系统，进行快速诊断分析[21]。云南省
发布了基于 5G 网络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线免费诊疗平台”，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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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患者提供智能咨询､专家问诊的服务，并已成功诊断出一名疑似患者 [22]｡远
程医疗系统，不仅能解决医疗能力薄弱地区的问诊难题，也能应用于医疗条件
较好，开展早期分诊､非接触式诊断服务，避免病患拥挤和造成新的聚集性感染
｡
早在 2003 年 SARS 病毒爆发时，我国学者已经开展了远程诊断系统的研究，
建立了 SARSES 系统，该系统包括知识表示､推理方法等技术，能方便患者进行
远程会诊[23]｡相比于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基于 AI 的远程诊断系统是一个更复杂
的跨学科系统｡一个典型的远程诊断系统应包括动态数据采集单元､实时状态监
控单元､本地故障诊断单元､远程诊断专家系统､远程专家会诊中心和计算机通信
网络 6 个部分[24]｡其中远程诊断专家系统，能通过具有大量专门知识的计算机程
序来模拟医学专家的分析过程，以解决医疗诊断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是 AI 远程
系统的关键[25]。目前，大量的研究还处在远程专家系统的早期阶段，系统的诊断
仍然依靠专家远程会诊，很少有系统能真正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析功能 ､推理
功能，利用患者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数据进行智能诊断。针对新冠肺炎，研
发 AI 远程诊断专家系统，还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其核心是研发基于新冠病毒知
识库和病例库，重点是 AI 诊断模型的构建，目标则应包括机器智能诊断的实现
｡
2.4 基于 AI+大数据的新冠肺炎药物筛查
疫苗､药物研发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经过毒株分离､测序分析､靶点识别和
验证､化合物筛选和优化､评估研究和动物实验､制剂合成､临床试验等步骤，一
般需要 5 年以上[26]｡面对新冠肺炎的紧急态势，很难快速进行新药的研发，“老
药新用”是新型疾病药物研发的关键方法｡AI 具有高效的算法与强大的算力，
能根据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从大量的已有药物中，筛选出可能的药物，进而
缩短新药研发周期，提高药物研发成功率 [27] ｡《柳叶刀》报道指出，通过使用
Benevolent AI 知识图谱发现 HIV 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等现有药物可能对新冠病
毒有效[28]｡中国几大 AI 领域的大型企业，都极力支持利用 AI 辅助新冠肺炎药物
的筛选工作｡如 2020 年 1 月 29 日，阿里云宣布在疫情期间向全球公共科研机构
免费开放一切 AI 算力，对病毒靶点进行识别和验证，以寻找可治疗新冠肺炎的
化合物[29]｡通过 AI 将药物筛选的时间缩短，意味着反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筛
选和研制出来的速度加快｡
AI 技术通过对现有化合物数据库信息的整合和数据分析，提取大量化合物
与毒性､有效性的关键信息，进而快速的进行药物筛选｡在 2015 年的埃博拉病毒
药物研制中人工智能就已显现出便捷性与高效性，IBM 超级计算机在 24 小时内
从规模庞大的分子结构数据库中筛选出能控制埃博拉病毒的两种候选药物[30]｡研
发新药过程中，Atomwise 通过分析建立埃博拉病毒入侵生物细胞模型，利用类
人脑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药物成分分析，检测到 7000 种可能成功对抗这种病毒模
型的药物，显示出了人工智能在化合物筛选中的巨大优势[31]｡当然，利用 AI 进
行新冠肺炎的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不仅需要借助 AI 的算力，还需要大型的药
物数据库和超算能力｡随着大型互联网公司免费开放 AI 算力，中国政府公开新
冠肺炎的基因组序列以及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免费开放科研数据与信息共享
平台(Targeting 2019-nCoV)，将进一步刺激 AI+新冠肺炎药物的研究，促进更多
特效药物的发现｡
2.5 其他方面
除了上述主要针对新型肺炎的药物研发､诊断外，AI 在新型肺炎领域，还
有大量的应用场景可以挖掘｡如：针对当前重灾区医疗资源不够的问题，利用智

能优化，实现物资和人员的合理优化配置；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AI，进行新
型肺炎防疫医疗物资(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的假冒产品销售和虚抬物价等行
为的判断；为了让医疗服务“下沉”渗透到百姓基层，帮助百姓了解疫情防控，
可以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打造肺炎咨询机器人，辅助医生解决简单病情的
问答；随着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不仅有病毒还有谣言，而利用 AI 技术则能甄别
谣言，可帮助社交平台和新闻网站在假新闻尚未造成大面积伤害时就快速识别
出来，遏制其传播，净化网络环境；而在疫情发展规律预测和疫情预警等方面，
AI 结合空间大数据分析，也能发挥其独有优势｡当前，这些应用场景所需要的
相关 AI 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急需从产业化与落地应用的角度，进行产品的研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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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不仅仅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全球重点关
注的事情｡2020 年 1 月 30 日，WHO 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32]｡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极大的威胁了全球的生
命健康｡以科技改变人类，是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人工智能是当今全球
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尖端科学技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
测序研究､辅助诊断､药物研发以及防控调度等方面，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应
该得到全球 AI 领域的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目前，这一方面的努力还远远
不够，需要全球 AI 科学家联合起来，合理分配全球 AI 研究方向，在新冠肺炎
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等各个方面全面助力，为全球性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
贡献力量｡
3.2 建议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防控可能是一场遭遇战，会在不久的将来以人
类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人类防控传染病则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持久性战役 ｡人工
智能，在人类医疗健康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将持续性的为保障人类的生
命健康提供助力｡但是，正如 AI 在新冠肺炎中的研究一样，虽然 AI 应用场景广
阔，但大部分聚集在辅助诊断､远程医疗等方面，需要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另一
方面，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而深度学习需要大量的训练数据，但是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资料，如 CT 影像､临床案例等缺乏可靠的获取途径，很
多 AI 研究单位空有算法与模型，却无数可用｡正如《Nature》所呼吁的那样，要
在病毒的防控过程中中，对数据和研究保持持续性的共享和开放 [33]｡这需要从全
球层面，形成合理的医疗数据共享和流通机制，构建面向医疗的数据､标注､训
练､基准的专用 AI 训练平台｡只有全球合力，共同建设和维护人类的医疗数据体
系和 AI 算法体系，共享超算能力，才能在本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和下次
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类能快速形成聚力，以 AI 为武器阻击病毒，保障
人类生命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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