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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雨凌 刘若云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一架“望远镜”式的照相机，一台平板电
脑， 就可以完成过去三甲医院才能完成的视
网膜病变筛查；操作仅需一个人，简单一拍，
就可以帮助更多糖尿病患者及时治疗从而避
免失明；检测费用从500元降低到18元，检测
时间由1天缩短为3分钟……

这是湖南大学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金
奖的项目《DR-TimeRing全生命周期的糖
网（DR）智能助手》，它得出针对糖网病（因
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病变） 的人工智能算
法， 帮助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的基层医生通
过便携式眼底相机， 准确高效地开展糖网
筛查活动，目前已赋能1200余名基层医生，
完成筛查62000余人次，16500人得以及时
治疗，避免276户因病返贫。

程序员要帮助糖网患者

据IDF（世界糖尿病联盟）统计，目前我国
约有1.14亿糖尿病患者，约占全球糖尿病患者
的27%，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一次聚餐， 项目领队火生旭偶然间和别
人聊起了糖尿病并发症。 他第一次意识到糖
网病的可怕。后来他一个堂叔患了糖尿病，视
力逐渐变差，误以为是近视，后到大医院检查
才发现是糖尿病引起的。火生旭开始关注“糖
网病”。

一了解，火生旭吓一跳。目前我国因糖尿
病引发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已达4000万， 失明
的病人在逐年增多。其实如果能够定期筛查，
提前做好糖网防控， 就可以帮助更多患者免
于失明。但是，由于路途遥远、花费过大，农村
的糖尿病患者很少会选择进大城市进行眼部
检查。 很多患者因此贻误病情， 甚至因病返

贫，“我国还有20%的县级医院没有眼科，全
国只有不到3.8万名眼科医生， 与糖尿病患者
比例近1∶3000。 这些都使得该病定期筛查、
早期发现难以实现。”

帮助患者的想法在火生旭心里迅速萌芽
生长。 他和一群学习软件工程专业出身的同
学和师兄弟们组成了团队，一帮“程序员”踏
上了“计算机+医学”探索之路，试图发挥专业
优势，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法研究怎样做
好糖网防控。“我们团队还加入了工商管理、
运营、市场、策划等方面的成员。”团队成员莫
进侠说。

12万余张照片演练出最优算法

由于学科跨度大、 对糖尿病等医学领域
了解不多，在前期准备阶段，团队成员除了学
习研究大量的医学论文和专业资料案例，也
常常会到医院眼科门诊咨询专家， 实地观察
学习。 为了抓住一切机会向专家咨询研究中
遇到的问题，火生旭会在中午买盒饭，与医生
一起吃， 甚至在医生去病房的路上也聊上几
句。“通过自我学习和医院的实践， 我现在对
糖网了解得更全面了。”火生旭自信地说。

从2017年开始，团队成员花费了9个月进
行算法开发和研究。在研发过程中，他们遇到
的最大困难便是算法的准确率。 起初算法准
确度只有82%左右，灵敏度也不高，莫进侠说，
为了提高准确度， 大家不断进行算法优化和
迭代， 用了8万余张眼底照片对算法进行演
练，之后用4万余张验证准确性，识别率达到
93.5%。

此外， 如何将拍好的眼底照片和相关数
据实时上传， 并达到同步更新也给团队带来
了挑战。通过大量查找权威资料，询问有关专
家，团队将难题一个个攻破了。无数个不眠之
夜，大家互相加油鼓劲，不言放弃。目前，已申
请发明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8项。

“患者的每一份感谢，对我们
都是莫大鼓舞！”

项目研发成功后， 团队积极开展糖网智
能助手的推广工作， 让更多的患者获得更便
捷的医疗诊断。他们进入三甲医院眼科门诊，
进行临床筛查累计完成22300余例，其中检测
出的4650余例在湘雅医院进行了及时治疗。
他们没有忘记做项目的初衷———帮助基层患
者进行糖网病筛查，在贵州柏果镇、湖南凤凰
县等地开展健康扶贫公益筛查106场， 帮助
9000余名患者及时治疗。

除了帮助国内患者， 团队还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今年9月，他们应邀前往
斯里兰卡中央省，开展“一带一路-中国与斯
里兰卡眼病防控国际学术交流暨糖网人工智
能筛查公益光明行”活动，完成公益筛查350
余例， 筛查发现糖网80人， 帮助45人及时治
疗，12人免于失明。在活动期间，受到斯里兰
卡总统西里塞纳的接见。

“患者的每一份感谢，对我们都是莫大的
鼓舞！”莫进侠还记得，在斯里兰卡进行糖网
筛查时，一位七旬老人用中文说“谢谢”。作为
项目中年龄最小的本科生成员，余心清说，每
每看到师兄师姐们耐心地解答患者的问题
时，即便自己在团队中做着最简单的工作，也
能体会到项目带来的意义。

目前， 糖网智能助手正在湘雅二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市北京路社区第一卫
生服务站进行初步的诊断和测试。依托团队
的深度学习模型和算法，智能助手的识别率
已达到93.5%，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火生
旭说，创业不是孤独旅程，而是将小我变成
大我， 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的责任与担当。
在未来，团队会继续推进糖网智能助手的普
及与优化工作，用算法为更多糖网病患者留
住光明。

科教前沿

一个人，3分钟，筛查视网膜病变
——湖大学子用算法留住光明

11月30日，沅陵县凉水井镇洞头村，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在为村民进行健康体检。该院
辖区范围内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83户3147人。近年，按照健康扶贫的总体要求，已对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进行了免费体检。近日，医护人员前往陈龙界村、江溪口村、洞头村等偏
远乡村，对贫困户逐一上门巡诊，提供健康指导和医疗服务。 龚幸福 摄

医疗服务送上门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陈薇 ）
今天，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发布会在
长沙举行。据了解，此次演唱会将在海口举
行，是海口跨年狂欢季的系列活动之一。

关于跨年演唱会， 观众最关心的当属
嘉宾阵容。 芒果台首批公布的名单包括刘
涛、张碧晨、吴亦凡、腾格尔、黄子韬、王一
博6人。跨年演唱会的监制夏青透露，6人中
最令人期待的还是腾格尔的表现。 过去人
们印象中的腾格尔是实力雄厚、 台风稳健
的老艺术家形象， 但近年来他勇于挑战不
同曲风， 在年轻人喜爱的领域也产生了奇
妙的化学反应。“之前大家都期待腾格尔与
日本歌手花泽香菜合唱《恋爱循环》，这一
幕究竟会不会出现在跨年演唱会上呢？大
家敬请期待。”夏青表示。

除了明星嘉宾外， 此次跨年演唱会还
有很多看点。在歌曲方面，除了能与观众产
生情感共鸣的经典老歌外，还有5首偶像新
歌将在跨年演唱会上首发； 在舞台视觉方
面，则以电影节的水准打造了四大舞台，其
中还有水舞台和火舞台， 在水火呈现方面
做了很多技术探索； 零点的焰火表演尤为
值得一提，由国庆70周年烟花原班团队打
造全球顶级焰火表演。

为了迎接好芒果台跨年演唱会，海口方
面精心组织了160多场大大小小的文体娱乐
活动，如郎朗钢琴演奏会、周杰伦个人演唱
会等，共同组成了跨年狂欢季。其中长沙打
造的原创媒体艺术项目《光景如诗》经过海
南本地化改造后，以《光景如诗·骑楼》的新
面貌被列入狂欢季九大主要活动之一。

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将在海口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