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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黑科技”提前遇“健”未来
新华社武汉 4 月 13 日电 能 谢的全过程，
为精准诊疗、新药研
让人观测到吃进体内的药物怎样 发以及脑科学研究等打开无限想
流动、扩散的设备，借助 5G 信息 象空间。
技术实施远程机器人手术、机器
与这台人体
“哈勃望远镜”
同
人查房，直径 20 米的巨大粒子加 时亮相展会现场的，
还有国产首台
速器发射的碳离子打入体内能杀 PET 磁共振的
“心脏”
——数字光
死癌细胞……近日在武汉举行的 导探测器；
首台自主研发且实现产
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上，一大批医 品化的磁共振梯度功率放大器和
疗“黑科技”集中展出，让参会市 射频功率放大器，
相当于磁共振的
民有机会体验医疗技术的未来发 “发动机”
和
“雷达”
，
决定着磁共振
展方向。
整机系统的技术性能“天花板”。
目前这些产品已经在全球数千家
人体“哈勃望远镜”看清
临床和科研机构投入使用。

药物在体内流向

吃进人体的药物，在人体内
是怎样流动、扩散的？博览会上，
一个被喻为人体
“哈勃望远镜”
的
设备揭开了秘密。
这台名为全景动态 CT 检测
仪，轴向视野近 2 米，躺在检测床
上就能完成全身的动态扫描，灵
敏度比传统设备提升 30-40 倍。
据介绍，凭借此设备，人可以
清晰观测到药物在人体内流动、
扩散、最终被组织器官摄取并代

5G 信息技术开辟就医新通道
武汉是工信部首批 5G 规模
试验网试点城市之一，在此次博
览会现场，多家医院展示了 5G
条件下的远程看病、院前急救，
甚
至远程机器人手术。
35 岁的市民戴广乐在中南
医院 5G 智慧医疗馆，使用手机
挂了中南医院皮肤科的专家号。
接着，
他坐在视频摄像头前，
中南
医院皮肤科医生缪泽群出现在视

频里。戴广乐拿起一个远程对
话麦克风，讲了自己的发病过
程和症状，将自己的皮肤呈现
在镜头下。医生立即远程实时
诊断，
告诉他病因，他只需到医
院买一支皮肤乳膏和一盒药
片，按医嘱涂抹和服用即可。
整个诊疗过程仅用 3 到 5 分
钟，医生和医疗器械无须到场。
据介绍，5G 网络技术大带
宽、高速率、低时延的特点，再
也不用担心图像、音频传输的
卡顿，将推动 AI（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高科技在医疗领域的
广泛应用。

“穿甲弹”精准杀死深
达 30 厘米癌细胞
用直径 20 米的巨大粒子
加速器，每发将 10 亿个肉眼无
法看见的碳离子，以每秒 21 万
公里的速度打入病人体内，可
以杀死癌细胞。在健博会 A2
馆，展出的“医用重离子加速
器”
引来许多观众围观。

“碳离子可以将癌细胞
DNA 分子的双键打断，使其难
以修复，肿瘤便不会再复发。”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肖国青介绍。
据悉，重离子射线被称为
“放疗 4.0”，是目前公认最先进
的放射治疗方法。
“X射线、
光子
射线等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
会
把正常细胞也连带杀死。而重
离子射线是
‘穿甲弹’
，
可以精准
杀伤，
对沿途和周边健康组织的
损伤较小。
”
肖国青解释。
比起手术治疗，重离子射
线治疗可以无创，不流血，
病人
甚至无须住院治疗。
“日本已有
6 台类似设备。”肖国青说。这
台我国自主研发的医用重离子
加速器，不但价格和维护费用
比进口产品低，而且扫描模式
更加合理和多样化。
目前，这一机器已经签约
落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将
建设重离子医院，未来将为肿
瘤患者造福。

长得不显胖 内脏脂肪却超了标？
每每说起脂肪超标的问题，
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
体型肥硕、膀大腰圆的形象。但
在我们的身边，
还有那么一些令人
羡慕嫉妒恨的人，
他们
“长得不显
胖”
，
甚至
“无论怎么吃都不会胖”
。
其实，
有些人虽然
“长得不显
胖”，却在体检后被告知自己“内
脏脂肪超标”
。那么，什么是内脏
脂肪呢？
内脏脂肪是人体脂肪中的一
种，
围绕着肝脏、
胰脏、
肾脏等脏器，
主要存在于腹腔，
只是肉眼无法直
接看到。人体在贮藏皮下脂肪的
同时，
也会同时存下内脏脂肪。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内
脏脂肪，一定量的内脏脂肪其实
是人体必需的，它们就像“穿”在

器官外的衣服，
对内脏起着支撑、
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但当体内营养过剩时，
脂肪就
会不断堆积到内脏，
储蓄过多时，
就会造成脂肪过剩，
进入血液引发
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
化、
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代谢
综合征，
进而增加中风和心肌梗死
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此外，体内多余的脂肪组织
需要消耗更多的氧，这意味着心
脏必须更加努力泵血，才能为脂
肪组织提供更多的血氧。长此以
往，自然就增大心脏的压力。动
脉中脂肪堆积越多，动脉功能就
越差，血管壁增厚，血流减少，不
仅加重心脏负担，还会增加血栓
和全身血液循环恶化的危险。

内脏脂肪的储蓄过多直接
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在生活中，
运动不足、饱食等原因会引起
腹腔内脏器周围脂肪堆积，形
成内脏脂肪型肥胖。从临床来
看，内脏肥胖的人群主要包括
以下几类。
第一，
饮食不均衡，很少吃
早餐，
午餐和晚餐却很丰富，
经
常吃宵夜，且饮食结构偏油腻
或甜食；第二，运动过少，工作
方式为久坐，出行喜欢以车代
步；第三，饮水过少，却喜欢吃
高热量的下午茶。
那么，我们该如何初步判
断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超标
呢？内脏脂肪主要分布于腹
腔，腰围越大往往意味着内脏

脂肪越多，腰围是判断内脏脂
肪超标的首要标准。男性腰围
≥90 厘 米 或 女 性 腰 围 ≥80 厘
米，就有内脏脂肪超标的可能。
若发现自己“内脏脂肪超
标”
，应该积极通过生活方式改
变消除堆积的内脏脂肪。
可多做有氧运动，练习腹
式呼吸等。例如，采取仰卧位，
吸气时，最大限度地向外扩张
腹部，胸部保持不动；呼气时，
最大限度地向内收缩腹部，胸
部保持不动。在饮食方面，多
摄入纤维素，少吃碳水化合物
（米饭、面包等主食）。如果生
活方式调整无效，则需在医生
指导下，
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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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
“深”呼吸或益心脑健康
每天只花 5 分钟，不举铁、不
跑步，
就能促进心脑血管健康、提
高认知水平、改善运动表现？美
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研究
人员发现，这确实有可能，
只要每
天做 5 分钟类似深呼吸的吸气肌
力量训练即可。
吸气肌力量训练最早出现于
上世纪 80 年代，旨在帮助肺病患
者改善呼吸能力。使用者借助手
持式吸气肌训练器，吸气时需要
费力对抗设定的阻抗，从而强化
吸气需要用到的肌肉，改善呼吸
能力。2016 年一项研究显示，这
种训练法还有“副作用”，每天完
成 30 个吸气训练，6 周后收缩压
降低 12 毫米汞柱，降压效果优于

有氧运动。
研究牵头人丹尼尔·克雷格
黑德在奥兰多举行的实验生物学
会议上发布初步结果说，
吸气肌力
量训练组志愿者血压显著降低，
大
动脉功能有所改善，
自我评估跑步
耐力更好，
运动时心率和氧气消耗
较低，
而对照组志愿者血压和大动
脉功能没有变化；
另外，
吸气肌力
量训练组志愿者在认知水平和记
忆力测试中表现更佳。
克雷格黑德说，吸气肌力量
训练是“你能在家或办公室快速
做的事，还不必换衣服，目前来
看，
它相当有益降低血压，
可能有
助改善认知和体能表现”
。
（新华社微特稿）

常吃巧克力或有助减缓中年人听力损失
先前有研究显示，适度吃巧
克力有益健康。韩国一项最新研
究显示，中年人常吃巧克力还有
助减缓听力损失。
首尔大学医院一个研究小组
从 2012-2013 年“韩国国家健康
与营养调查”
中提取 3575 名 40 岁
至 64 岁研究对象的信息进行分
析。这些男女全部接受过体检、
医疗面谈、听力评估、耳鸣调查和

营养状况检查。研究人员发现，
不吃巧克力的研究对象出现听力
损失问题的比例约为 36%，而常
吃巧克力的研究对象出现听力损
失的比例约为26.8%。另外，
吃巧
克力频率高反向关联听力损失。
研究报告由《营养素》杂志刊
载。研究人员认为，
可可中含有的
抗氧化剂多酚或对保护听力起到
了作用。
（新华社微特稿）

长伸展纹和人体遗传标记有关
一些人在怀孕、长胖时会长
伸展纹。这让其中不少人苦恼不
已。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却不长
呢？知名美国基因检测公司
“23andMe”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长伸展纹与人体内 544 个遗传标
记有关。
伸展纹也被称作肥胖纹，如
果是因怀孕所致则被称作妊娠
纹。23andMe 公司一个研究小
组分析来自多个族裔 76 万人的
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并询
问这些研究对象是否在胳膊、腿
部和髋部有伸展纹。之所以没有

问及腹部是否有伸展纹，是为了
剔除怀孕所致的妊娠纹。研究人
员发现，长伸展纹与人体内 544
个遗传标记有关。另外，长伸展
纹的女性比例远远高于男性。
英国《每日邮报》14 日援引
研究小组负责人奥尔加·萨佐诺
娃的话报道：
“跟我的遗传标记和
其他因素类似的人中，81%会长
伸展纹，
其余 19%不会长。”
研究人员已基于 DNA 数据
研制出计算机模型，用于预测某
人是否会长伸展纹。
（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