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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显微镜来啦

新法测血糖可免受针扎之苦

医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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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验方年年体检为何癌症
发现就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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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提醒

用药安全

教您一招

叶酸和维C
不能同时吃

白内障拖久了会变青光眼

日前，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对
外宣布，一款可以应用于病例分析领
域的人工智能显微镜已在研发测试
阶段，这项新技术将人工智能和显微
镜融合，可助力医生轻松实现自动识
别、检测、定量计算和生成报告。

一个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之一，一个是21世纪引领时代的
技术科学，显微镜与人工智能的结
合，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惊喜？

在我国，人工智能进入微观世
界，始于医疗领域。2017年11月，中
国光学显微镜生产企业麦克奥迪宣
布与Global Good 基金合作推出一
款用于疟疾检测的AI显微镜。这款

产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驱动，运用自
定义图像识别软件，能在20分钟内
识别和计数血片中的疟疾寄生虫。

中国农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植物
表型研究专家马韫韬博士介绍，AI
显微镜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项具体
的技术，而是一套技术集成，而这种
集成，在不同领域，构成内容也不尽
相同，“简单来说，AI显微镜就是通
过技术手段实现图像的深度学习而
得出人工智能报告，图像采集靠显微
镜，深度学习源自人工智能的计算机
编程”。

记者了解到，目前腾讯已与国
内100多家三甲医院达成合作，AI医
学影像筛查领域已从食管癌扩大到
肺结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乳腺癌

等。截至上月，AI显微镜已累计辅
助医生阅读医学影像超1亿张，服务
超百万患者，提示高风险病变15万
例。

“我国目前每年需约12万名病
理医生，但经过训练的病理医生只有
不到2万名。将病理切片数字化，并
用AI算法辅助分析，有助于缓解病
理医生不足的状况，这也是AI+医疗
的未来趋势。”腾讯AI Lab的工作人
员表示。

“医疗技术条件特别是影像技
术的成熟，为AI显微镜在医疗领域
大展身手提供了先决条件，这是一个
可喜的开端。”马韫韬告诉记者，“事

实上，这仅仅是AI显微镜广泛
应用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第一
步，在未来，AI显微镜将会有一
个井喷式的发展应用过程。”

而在今年初 IBM公布的对
未来五年内新科技的预测中，AI
显微镜位列其中。目前，IBM研
发团队已经开始研发用于收集分析
海洋数据的AI显微镜。“AI显微镜的
成熟应用，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
集成，各个领域的技术发展日臻成
熟，瓶颈不在于某个领域，而在于有
针对性的领域应用。例如，工业领域
和医疗领域的应用，需要的技术手段
和思路是不一样的，而将AI显微镜
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又会存在新的
挑战。”马韫韬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农业大学研
究团队已经开始了AI显微镜应用于
农业生产领域的基础研究，科研领域
和现代化生产领域对于AI显微镜的
迫切需求可见一斑。马韫韬表示：

“AI显微镜的发展应用对微观成像
技术的要求只是基础，未来，它将对
各个应用领域的核心技术提出更新、
更高的要求。”

据《科技日报》

记者从天津大学获悉，该校徐
可欣教授团队采用光学技术，开发出
了新型人体血糖监测设备，实现了单
日内无创伤、快速、连续准确人体血
糖水平监测。这一研究有望终结糖
尿病患者针扎血检的痛苦，为糖尿病
患者血糖监测治疗带来便利。相关
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最新一期《生物
医学光学快报》上。

人体在摄入食物后，血糖水平
会在1小时左右达到峰值，2～3小时

后回归正常水平。在此期间，血糖变
化会引起皮肤对光的吸收、散射变
化，这些光学信号可以间接地反映人
体血糖水平，该测量方法的可行性已
被国内外学者广泛验证。无创血糖
测量是集光谱学、医学、仪器科学于
一体的复杂课题，它不仅需要研制高
信噪比水平的光谱检测设备，更需要
解决稳定人机接口、抗人体皮肤随机
变化扰动、个体差异校正等测量学难
题。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国的

研究机构就已投入该仪器研究，但现
阶段均还没有成功可靠的测试仪器
问世。

徐可欣研究团队专注无创血糖
测量20年，在基础理论研究、测量技
术、仪器开发方面均积累了大量成
果。针对降低人机接口与皮肤随机
变化扰动、消除个体差异方面，徐可
欣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了采用多位置
环状接收光谱信号以及差分数据处
理的新技术，用于抑制体温波动、皮

肤出汗、人机接口变化等干扰因素影
响，大大提高了测量准确性；团队还
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浮动基准点数
值等抑制皮肤散射差异影响的新技
术，这些新测量技术不仅属国内首
创，还先后申请获得两项美国专利授
权（同专利已取得中国专利授权）。

目前团队所研制的无创血糖监
测仪器，成功实现了进食后2～3小
时内连续监测血糖变化曲线，检测误
差水平约为0.5～1mmol/L。孙玉松

老年性白内障即年龄相
关性白内障，是指中老年开始
发生的晶状体混浊，随着年龄
增加，患病率明显增高。很多
老年人节省，认为白内障不算
重，不用做手术。殊不知，白
内障拖久了还会导致一些严
重的并发症，最多见的是急性
闭角型青光眼。

患有白内障后，患者的晶
状体会逐渐增厚且前移，使眼
内结构变得拥挤。当房水排
出通道被阻塞，就会导致眼压
急剧升高，使患者突然感到视
物模糊、眼睛胀痛伴有头痛、
恶心呕吐等情况。另外，当白
内障进展到过熟期时，晶状体
囊袋溶解破裂也可以引发青

光眼、葡萄膜炎等；过熟的白
内障还可以引起晶状体悬韧
带断裂、晶状体脱位。如果拖
到此时手术，手术难度和发生
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都会大
大增加。

现代的白内障手术只需
要 10分钟左右便可完成，通过
微小的切口，把变硬的混浊晶
状体打碎并吸除，接着将预先
折叠的人工晶体植入眼内后
自然展开。如果晶状体过硬，
就需要更大的超声能量和更
长的手术时间，带来的并发症
也就更多。所以建议老人一
旦发现视力下降就要及时就
诊，只要白内障影响了正常生
活，就要手术。 秦佳音

近日，2018 北京国际医疗康复器械及养老产业展在北京举行。展览
秉承便捷化、家庭化、智能化理念，集中展示智慧康复、智慧养老、健康生
活等医疗养老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助力中国康复医疗、家庭医
疗、养老产业跨越式发展。图为参展商展示电脑自动下单、配药的智能中
药房系统。 据《科技日报》

叶酸又称维生素B9，是一种水溶
性维生素，具有多种医疗保健功效，
对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有很好的作
用。孕妇补充叶酸时，需注意不要和
维生素 C 同时服用，否则会降低药
效。

叶酸在碱性和中性溶液中相对
比较稳定，但在酸性溶液中则不稳
定，容易被分解。维生素C又称抗坏
血酸，也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在溶
液中呈酸性。叶酸与维生素C同时
服用时，叶酸处在维生素C形成的酸
性环境中，容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加快分解，以致被破坏，从而导致两
药作用减弱，尤其会使叶酸不能发挥
应有的作用。所以，二者最好相隔
2～3小时再服用，或者饭前吃叶酸，
饭后吃维生素C。

另需注意的是，服用叶酸一定要
有医生或保健人员的指导，切忌滥
用，尤其不能用普通的叶酸片代替叶
酸增补剂。叶酸片并不是预防胎儿
畸形的药物，而是用于治疗贫血的。
如果孕妇长期服用高浓度的叶酸，不
但起不到预防出生缺陷的作用，反而
有可能会对孕妇和胎儿造成严重的
不良后果。 宁蔚夏

医学动态

辅助医生快速捕捉信息
成熟应用还需技术突破

读者蔡先生问：单位每年都组
织员工做体检，可为啥大部分癌症
一发现就是晚期？

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
任医师马惠文解答：这主要是因为
普通体检并未涵盖所有筛查项目，
侧重点也不一样，因此较难做到早
发现。比如，很多人认为 X 光拍胸
片能查肺癌，事实上，这种方法很难
发现早期肺癌；X光能看到时，说明
肺癌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了。但多数
情况下，医生还是建议做些防癌体
检，因为有些肿瘤是可以在早期发
现的，即便暂时没发现，也可以通过
分析受检者以后患肿瘤的风险因
素，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和不良生
活方式的干预，做好预防。 马惠文

高脂血症患者多表现为肥胖、肢体
麻木、胸部不适、憋气、心悸、头痛、疲劳
等。中医认为，高血脂症属“胸痹”“血
瘀”“眩晕”等范畴，发病多与肝肾虚亏、
脾虚痰湿、气滞血瘀有关，治疗应以补益
肝肾、活血化瘀、祛湿化痰为主。

推荐一款降血脂的药茶：取山楂15
克、制首乌15克，分别洗净切碎，一同入

锅，加水适量，浸渍两个小时，再煎煮一
个小时，去渣取汤，代茶饮。

方中，山楂味酸甘，微温，是消食化
积、散瘀行滞良药。现代研究发现，山楂
能促进脂肪分解，有助于脂肪的代谢，减
少血液中胆固醇、甘油三酯生成，对治疗
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症、肥胖症都有一定
疗效。何首乌有生、制之别，生首乌毒性

较大，经过炮制后的制首乌毒性减小，性
味甘温，重在滋补肝肾、益精血。制首乌
所含蒽醌类、二苯乙烯类化合物等可以
抑制胆固醇增高、缓解动脉粥样硬化。
该茶有滋补肾阴、活血化瘀、消食降脂的
功效，可作为调节血脂异常，治疗冠心
病、高血压、单纯性肥胖症的辅助品。中
药治高脂血症，以山楂配伍何首乌最多，

合用降脂效果更强。患者如胸闷兼刺痛
明显，还可加入丹参15克同煎，降脂通
脉、活血祛瘀之效更佳。

需注意，何首乌虽为降脂保肝重要
药物，但长期或大剂量服用，有可能导致
肝损伤。故用量不宜过大（30克以上），
也不宜长期服用。肝功能异常者禁
用。 蒲昭和

暴饮暴食、过食辛辣生冷
都会令胃不舒服，如果是轻度
不适，大家不妨按摩上脘、中
脘、下脘三个穴位，有健脾和胃
作用。

上脘穴。位于上腹部，前
正中线上、脐上5寸处。按摩此
穴可改善胃痛、呕吐、反胃、腹
胀、腹痛等症状。

中脘穴。位于上腹部，前
正中线、脐上4寸处，是手太阳、
少阳、足阳明、任脉的交会穴。
按摩此穴主要用于缓解消化道
疾病，尤其是胃、十二指肠疾
病，可改善胃痛、胃酸多、恶心
呕吐、消化不良、腹胀等症状。

下脘穴。它距离脾胃很
近，在前正中线、脐上 2 寸处。
按摩下脘穴偏重于缓解小肠、
脾不运化所导致的疾病，如腹
胀、腹痛、消化不良、肠鸣等。

按摩“三脘”时用大拇指，
以自己能接受的力度顺时针、
逆时针交替按揉，每次 5~10 分
钟。如果按摩“三脘”配合足三
里穴（腿弯曲时可以看到膝关
节外侧有一块高出皮肤的小骨
头，这就是外膝眼，从外膝眼直
下四横指处），可事半功倍。用
大拇指或中指按压，每次 5 分
钟，感觉有酸胀、发热感即可。

据《生命时报》

胃不舒服按三脘胃不舒服按三脘

山楂制首乌降血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