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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正式成立

人工智能是我国未来加快培育壮大的新型产业之一。为切实推动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激活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动力，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产、学

、研、用等各领域协同发展，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网信办的支持

下，2017年10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会同百余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中

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简称AIIA）。

联盟任务：着力聚集产业生态各方力量，联合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和产业研究，共同探索人工智能的新模式和

新机制，推进技术、产业与应用研发，开展试点示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形成全球化的合作平台。

开展人工智能政策法律、

技术、产业、应用、安全

等领域的研究

开展人工智能标准规范前

期研究及标准的实验验证

推进，有力推动技术产品

的高水平发展及业务创新

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国内交

流与合作

开展人工智能产业的知识

产权的研究和资源共享



AIIA组织架构

联盟现有10个工作组，2个推进组，5个行业委员会。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理事会指导委员会

秘书处

专家委员会

推进组 委员会工作组

政策法规工作组

学术与知识产权工作组

安全工作组 评估工作组

科普与社会责任工作组

产学研融合与应用工作组

国际交流工作组

人工智能开源开放推进组

人工智能计算架构与芯片推进组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融合发展委员会

网信技术委员会

总体组

标准化与推广工作组

技术与产业工作组 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委员会

交通+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委员会

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



指导委员会

◼ 主 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林念修

◼ 副主任

科技部副部长 李 萌

工信部副部长 罗 文（时任）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 庄荣文（时任）

◼ 委 员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副司长 孙 伟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司长 许 倞

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 王卫明



理事会

◼ 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潘云鹤

◼ 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郑南宁

◼ 副理事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冯俊兰

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范婧艳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童 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程春平

深圳达闼科技控股有限公司CEO 黄晓庆

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高始兴

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家电产业集团副总裁 赵 峰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云副总裁 朱照生

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CEO 王小川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 周伯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总经理 胡志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院士 韩杰才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院士 邓中翰

之江实验室主任 朱世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陈 纯

清华大学副校长 薛其坤

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 徐 波

百度首席技术官 王海峰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胡 郁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 姚 星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 松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CTO 徐 方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喜瑜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蒋松涛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王继业

航天科工集团科技与质量部部长 陈国瑛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院长 张 涌



专家委员会

◼ 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 文

◼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 钹

中国科学院院士 谭铁牛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 未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蒲慕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天然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 澄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伯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戴 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永才

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朝晖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 孟 丹

IEEE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钟义信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凝晖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飞跃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余晓晖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孙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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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IA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成立仪式

董家鸿院士，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院长

常务副主席

主席

刘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主席团成员

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
（中国智慧医院联盟）

联执秘书长

专病工作组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副秘书长

（二）顾问专家委员会 （三）秘书处 （四）工作组

技术工作组

联执秘书长

副秘书长

赵邑，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主任
杨斌，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智慧健康中心主任
王秀梅，中国信通院云大所智慧健康部副主任

秘书处

徐贵宝，中国信通院云大所智慧健康部高级业务主管
方金武，中国信通院华东分院医疗创新中心主任

主任

副主任

张钹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
长

王爱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专委会成员

产业推进工作组

➢ 2020年7月10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健康云峰会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暨中国智慧医院

联盟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社会各界共同研究、探讨医疗人工智能产品的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工作。

（一）主席团



AIIA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成员单位

名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中国智慧医院联盟）

发起单位：

◼国内20余家权威三甲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中山大学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南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珠海市人民医院

◼医疗人工智能企业

成员单位



AIIA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发展定位与目标

通过搭建政产学研用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产业链资源，推进跨领域的合作交流与协同创新，促进医学人工智能相关

科技成果研发与转化，推动我国医学人工智能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合作，融合创新

支撑政府主管部门的医学人工智能相关工作，协助开展试点示范和应用推广；组织研讨会、交流会、案例推介会、

培训、展览等活动促进行业交流及市场拓展；承担相关领域主管部门、会员单位或其他社会团体委托的与医学人工智能

创新相关的工作。

支撑政府，服务行业

共同推动医学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研发和标准规范的行程，并推动标准的贯彻实施；开展医学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

务的测试验证工作，规范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组织医学人工智能创新相关的技术、管理、政策和法规等方面

的研究。

推动标准形成，规范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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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组

真实世
界数据
应用工
作组

脑机
接口
工作组

中医AI
应用工
作组

影像AI
工作组

技术组

医疗训
练资源
库工作
组



技术工作组——影像AI工作组（TWG1）

1. 背景与意义

2. 医疗人工智能的技术进展

3. 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

4. 医疗人工智能的典型案例

5. 问题与挑战

6. 对策与建议

一、撰写并发布《医疗人工智能白皮书》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医疗人工智能白皮书》的撰写工作，旨在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提供建议指导，并

与业内同仁分享我们在推动医疗人工智能工作中的经验与思考。现向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社会各界征集典型案例以及共同编

制单位。

二、制定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技术要求系列标准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DSS）技术要求系列标准的研制工作，并开展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可信选型认证，

推动CDSS在临床场景中的应用，旨在推进国内医疗信息化水平。

内容提纲



技术工作组——影像AI工作组（TWG1）

三、制定人工智能临床科研开发平台技术要求系列标准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人工智能临床科研开发平台技术要求系列标准的研制工作，并开展人工智能临床科研开发平台测试工

作，推动人工智能临床科研开发平台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四、开展人工智能+药物研发相关研究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人工智能+药物研发相关研究，AI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缩短药物研发时间、提高研发效率并控制研发成

本，工作组计划开展该领域调研工作，挖掘行业痛点，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技术进步。

五、制定医学人工智能算法中台技术要求系列标准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医学人工智能算法中台技术要求系列标准的研制工作，并开展医学人工智能算法中台评测工作，推动

技术的规范化发展。



技术工作组——中医AI应用工作组（TWG2）

一、政策法规研究

◆ 调研中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组织中医学人工智能创新相关的技术、管理、政策和法规等方面的研究；

二、标准制定

◆ 推动中医药标准的智能转化，开展中医学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的构建及相关标准的制定；

三、搭建综合服务平台

◆ 搭建中医技术、标准、产业、政策等综合服务平台； 整合中医药与人工智能产业链资源，联合多学科多领域合作交流

与协同创新，推动中医学人工智能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医药更加充分发挥在大健康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四、开展测试

◆ 开展中医药人工智能新产品的研发、测试、验证等工作，促进中医学人工智能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

五、组织研讨会

◆ 组织研讨会、交流会、案例推介会、培训、展览等活动，促进行业交流及市场拓展。



技术工作组——真实世界数据工作组（TWG3）

一、撰写并发布《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应用白皮书》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应用白皮书》的撰写工作，旨在厘清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中的关键概念，

为下一步开展研究与应用提供指导，现向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社会各界征集真实世界数据应用的典型案例以及共同

编制单位。

1. 概念与背景

2.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流程

3. 真实世界数据管理评估体系

4.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践分析

5.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中的创新应用

6.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面临的难点与挑战

7. 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发展建议

内容提纲



技术工作组——真实世界数据工作组（TWG3）

二、开展隐私计算在真实世界数据中应用的研究工作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开展隐私计算在真实世界数据中应用的研究工作，真实世界数据具有来源广泛、数据量大等特点，

隐私计算可以解决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中的诸多痛点问题，推动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在药械监管中的落地应用。

三、制定真实世界数据管理成熟度评估系列标准

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开展真实世界数据管理成熟度评估系列标准的研制工作，真实世界数据管理是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中

的关键因素，其数据管理能力直接影响着真实世界证据的效力，因此工作组计划制定真实世界数据管理成熟度评估系列标准，

并对真实世界数据研究者开展数据管理成熟度评估，提升真实世界数据管理能力。



技术工作组——脑机接口工作组（TWG4）

一、撰写并发布《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白皮书》

脑机接口技术是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技术，“十四五”规划《建议》将人工智能和脑科学列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为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落地，工作组将深入开展进行脑机接口前沿技术调研，并于近期

启动《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白皮书》编制工作，旨在为我国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引导，共同推动产业合作，

推动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征集脑机接口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优秀应用案例

工作组将面向具有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案例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优秀应用案例征集工作，应用领域须为医疗健康领域。

公开征集白皮书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共同编写白皮书，
并定期组织研讨会

工作组正式发布白皮书

白皮书编写工作计划

2021年3月底

4月—6月

2021年6月底

公开征集脑机接口应用案例

组织专家评审筛选优秀案例

工作组发布优秀案例评选结
果，举办宣传报告会

案例征集工作计划

2021年3月底

4月—6月

2021年6月底



技术工作组——医疗训练资源库评价工作组（TWG5）

一、制定医疗训练资源库相关评价体系及测评标准

医学人工智能软件算法性能的提升很大程度依赖于高质量训练数据集，但目前已有的训练集存在数据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

准等问题，无法满足企业需求。因此，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启动医疗训练资源库评价体系及测评标准研究工作，从医学影像、医学语

音语义等细分领域，研究制定医疗训练资源库的建设、评价规范，形成权威的标准体系，引导和规范化高质量医疗训练资源库建设工作。

二、撰写并发布《医疗训练资源库产业发展与应用白皮书》

梳理国内外医疗训练数据集建设现状，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政策法规、应用领域、数量及规模、数据产权等方面；公开征集优秀应

用案例并进行汇总；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起草《医疗训练资源库产业发展与应用白皮书》。旨在为业内相关单位提供参考和指引，

支撑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1.  医疗训练资源库国内外发展现状

1.1 国内外相关政策

1.2 应用领域及建设规模概况

2.  医疗训练资源库重点案例征集及分析

3.  医疗训练资源库建设研究

4.  医疗训练资源库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5.  医疗训练资源库未来发展建议

白皮书内容提纲



专病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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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病工作组

◼ 开展智慧医院技术

从服务管理（院长视角）、服务临床（医生视角）、提升效率（技术信息视角）、降低成本（患者就医视角）、保障

安全（信息与数据安全视角）等方面，开展智慧医院关键技术研究、标准制定、技术应用推广以及相关培训、考核、评价

评估工作。

智慧医院关键技术 智慧医院标准
智慧医院技术应用

推广
智慧医院相关培训、

考核和评价



专病工作组

◼ 制定专病数据标准

专病工作组计划开展智慧医疗市场和标准化需求调研，在专病的方向上进行智慧专病标准和指南共识等基础性的工作，

推进电子病历、影像数据等相关数据结构、格式的统一和标准化进展，促进医联体间的数据共享。

专

病

数

据

标

准

框

架
专病医联体

眼科 骨科儿科 心血管内分泌与代谢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皮肤科 肿瘤科
…

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 …

诊疗及风险防控健康管理 临床评估标准专病数据标准

智能模型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估标准智慧医疗研发方案 专病标准

慢病管理 早期筛查诊疗决策



医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医疗AI赛道

◼ 医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医疗AI赛道

 大赛背景

人工智能医疗产业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商业模式还未完全成熟，其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还需要政策支撑、行业协作等来进一步

加快人工智能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以“工程化落地”为目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将联合主办

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其中医学人工智能委员会将联合中国信通院、清华大学、清华附属长庚医院等单位承办医疗AI赛道，面向开

展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相关研究的企业、科研院校和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合理的大赛流程设置、专业的技术测评方法，筛选技术成熟、

有发展潜力的医疗人工智能项目，并帮助优秀项目有效对接产业资源，助力更多人工智能+医疗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

 比肩国际，打造我国顶级医疗AI大赛

安全性：组织方为国家机构，数据来源于权威医疗机构，数据采集、标注为统一的流程规范。

权威性：平台完全私有化部署，测试数据对参赛者可配置不可下载。

专业性：完善的大赛组织流程，参赛用户注册提交、训练、部署环境测试及承诺协议、排行榜、论坛、存储和运行等均可视化在

线操作。



医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医疗AI赛道

◼ 医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大赛医疗AI赛道

 赛道设置

紧跟目前医疗AI的应用和发展情况，基于近期调研情况，初步确定以某个部位的影像或者监测数据开展多病种的赛题设计，细化

指标，增加奖项设置，梳理标杆产品和典型应用场景。

 时间安排

组建各赛道专家委员会，
确定赛题、指标、数据标

注及数据需求等。

2021年1-3月

2021年4-5月

2021年6-7月

2021年8-11月

数据准备、测试环境开发、
官网开发宣传等。

验证测试

正式大赛



医学人工智能
委员会秘书处

AIIA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