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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日前，由中车四
方股份公司承担研制
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
浮试验样车在上海同济
大学磁浮试验线上成功
试跑。这标志着我国高
速磁浮研发取得重要新
突破。

◆近日，南京大学
张峻峰教授、董磊教授
与澳门大学王春明教授
联合研究团队发表了一
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他
们改变组织工程的传统
定式思维，不再寻求体
外生长人造器官，而是
在小鼠体内，将脾脏改
造成具有肝脏功能的器
官，这一成果为世界各
地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
带来新的希望。

◆ 中 国 最 古 老 的
森林有多“老”？中美学
者近日发表一项研究成
果，就这一问题给出了
答案：现代同位素定年
方法显示，在 3.71 亿年
前，中国就出现了森林，
比远古森林大规模出现
的 时 代 早 1000 多 万
年。据介绍，这片远古
森林位于我国新疆塔城
地区。

◆据美联社与“今
日俄罗斯”报道，气象网
站数据显示，俄罗斯西
伯利亚小镇维尔霍扬斯
克日前出现38摄氏度高
温，打破北极圈内有记
录以来的最高温度纪
录。吉尼斯世界纪录曾
认证这座城镇出现过最
极端温差，当地曾测得
零下68摄氏度的极端低
温，此前的最高温则为
37摄氏度，温差105度。

◆ 一 架 全 电 动 小
型多用途飞机不久前在
美国华盛顿州试飞成
功。据报道，这架电动
飞机飞行 30 分钟后降
落，最高飞行高度 762
米。这款名为“e 大篷
车”的电动飞机，以小型
多 用 途 飞 机 赛 斯 纳
208B 为原型，推进系统
功率为560千瓦。

◆近日，中国移动
5G+智慧矿山燎原计划
启动会暨示范基地挂牌
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标志着5G智慧矿山
在内蒙古的示范推广进
入一个新阶段。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浙江大学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周昆教授团队，日前研制出一款“量脸定制”的护目
镜。该护目镜通过三维测量佩戴者的脸部形状生成个
性化定制，并用3D打印技术完成生产，可解决护目镜
长时间佩戴的舒适性问题。

据周昆介绍，护目镜在使用中存在不少弊端，例如
尺寸单一，依靠强力勒紧系带进行脸部形状适配，长时
间佩戴易造成脸部压疮，存在破口感染风险等。

该研究团队通过手机或平板设备进行三维扫描，
构建出“人脸数字地图”。这张地图集成了和人脸相关
的各项数据，能够让计算机全面掌握佩戴者的面部特
征，如眼珠、眼眶、鼻子等关键部位的位置与形状，为后
续护目镜自动设计奠定基础。

周昆介绍，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在杭州2家医院开展
了临床应用测试。这一技术在未来还有望应用于运动眼
镜、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头戴设备等。 （据新华社电）

““量脸定制量脸定制””护目镜护目镜

□董菁 唐纯

凉茶与鸡尾酒，哪个最适合夏天？喝冷饮真
的会降温吗？夏季还有哪些降温“秘方”与误区？

饮酒养生，每喝一口都要命

夏天来一杯鸡尾酒，是很多年轻朋友喜爱
的消暑方式，“小酌怡情”“适当饮酒有益健康”
等传言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少量饮酒真的
能养生吗？其实，饮酒不但不能给健康带来任
何受益，而且不管喝多少酒，只要酒精入口，都
会导致血压增高以及中风风险上升。

世界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了一个涉
及约60万人的大样本研究，证明了科学界的主
流观点：饮酒“安全阈值”根本不存在，只要酒精
入口，就会对健康带来不良的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喝酒会提高卒中风险、心衰等心血管疾病
增加。酒精甚至被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列为一级
致癌物，多喝1杯酒，致癌的风险就提高一分，
尤其是肝炎病、高血压、心脏病、痔疮、眼病、尿
路结石、骨质疏松等病患，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和
妊娠期、哺乳期妇女一定要远离酒精。

如果实在忍不住想要跟朋友小酌一杯，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男性一天饮用酒的酒精
量不超过25克（0.5两），相当于啤酒750毫升（1
瓶），或葡萄酒250毫升（1杯），或38°白酒75

克（1.5两），或高度白酒50克（1两）。成年女性
一天饮用酒的酒精量不超过15克，相当于啤酒
450毫升，或葡萄酒150毫升，或38°白酒50克
（1两）。而孕妇和少年儿童应禁止饮酒。

最适合夏天的饮料，原来是它

炎炎夏日，估计很多人已经在冰箱里储存
好了各种冰冻食品和饮料，如可乐、奶茶、冰咖
啡等。专家提醒，吃冷食、喝冷饮虽然能刺激口
腔黏膜，产生局部的凉快感，但它不仅不能起到
快速降温的作用，还会产生食物热效应，指由于
进食而引起能量消耗增加、体温升高的现象。

相比冷饮，夏天喝与人体体温相近的温水
更能解渴，因为喝温水能促使血管扩张、促进排
汗，将体内的热量带出，使体温真正下降，反而
更有利于解暑。

老一辈的人在燥热的夏天喜欢喝热茶止
渴，实际上专家也支持。茶叶是一种健康饮品，
很多茶类都具有利尿、抗氧化、提神、助消化、降
脂降压等功效。绿茶抗氧化消炎效果佳，绿茶
中的茶多酚有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红茶生热
暖腹促消化，红茶中的茶黄素被称为茶叶中的

“软黄金”，调节血脂和降胆固醇效果极佳；乌龙
茶最能提高能量代谢，具有抗氧化、解油腻、降
压的功效。

在火伞高张的夏天，不如放下冷饮，根据自
身需求，泡一壶暖茶降降温吧。

■前沿

游客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游览。大窝社区曾是一个硫
磺矿区，资源过度开采使土地长年受硫磺侵蚀，酸性严重。近年来，当地
通过石漠化治理、植树造林等措施，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和环境质量，同
时，利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工业建筑发展乡村旅游，曾经一片荒
凉的矿区摇身成为了人气十足的景区，焕发出勃勃生机。（据新华社电）

矿区变景区

□本报记者 白莲

在全国各抗疫前线、复工现场，出现越来越多
智能机器人的身影，它们成为疫情防控中技术支撑
的“实力代言人”。今年初，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
套六自由度远程超声机器人先后在雷神山医院、江
岸方舱医院、黄陂方舱等医院应用。作为当前最先
进的远程超声诊断手段，该机器人能够实现全自动
实时远程超声诊断，全程可由医生远程完成操作，
将病人端医护操作减少至最低，在抗击疫情期间起
到了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是未来医院的中心落脚点，机器人
也将会拥有更多可能，去解决我们看病的种种问
题。”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数字医学中心暨智
能医疗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张元智博士表示，智能
化诊疗是未来更多疾病的首选，也将成为广大患者

“最美的期待”。
张元智告诉记者，目前该实验室已开展国内首

个七自由度远程超声机器人系统研发，该系统将集
成多传感仿真探头、七自由度机械臂、复合材料工
具端、多模态图像融合系统、穿刺定位装置、高保真
低延时图像传输、高精度机械臂柔性控制、力反馈
等先进技术，在实现实时远程超声诊断的同时，还
可实现穿刺活检、协同手术定位。

外科手术的进一步发展，将逐步实现微创化、
可视化、智能化、标准化。新兴技术，如AI技术、
3D影像重建、机械高精度遥控等技术的交叉融合，
开始进入临床应用，辅助医生完成手术。这样的机
器人辅助系统，能帮助外科手术实现更好的临床获
益，缩短医生对复杂手术的学习曲线，通过缩减术
后住院时间减轻支付负担，通过微创手术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2019年初，来自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张女士
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顺利完成了经皮骶髂
关节螺钉内固定术。这一台简单而技术成熟的手
术，却是医院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自治区第一台
利用手术机器人辅助的手术。

该骨科手术机器人名叫“AIOOR”，它不仅是
行业领先的数字骨科临床工具，更是国内第一个无
遮挡骨科手术机器人，将我区骨科医疗诊治带入了
新的发展里程。

张元智也是骨科手术机器人研发团队的带头
人，他介绍说：“‘AIOOR’最主要的功能是术中定
位导航，涉及的技术包括影像重构、三维规划、定位

系统、机械臂等，通过提高手术精度、标准化，缩短
医生学习曲线和手术时间来提高临床获益。带着
众多优势的AIOOR骨科手术机器人，目前已申请
国家专利30项。”

此外，3D打印与混合现实技术（MR）也成为
该实验室近年来开展科研应用领域的新方向。

3D打印技术的出现，为外科手术提供了新的
方式，可以进行术前观察手术部位，制订手术方案，
改变了传统的手术规划模式。虚拟现实技术是仿
真技术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仿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
学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
等多种技术的集合，是一门富有挑战性的交叉技术
前沿学科和研究领域。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软硬件技术的成熟，
使电脑构建的三维虚拟现实图形可直接指导临床应
用，而人机交互界面及演示技术的发展，为三维虚拟
现实图像在临床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为外科手术的训练和学
习开辟了全新途径。可以根据CT或MRI数据在
计算机内建立人体组织结构的三维模型，赋予相应
的纹理以提高真实感，并可实现该组织结构的三维
动态显示。”张元智告诉记者，虚拟环境还为操作者
提供了方便的三维交互工具，可以模拟手术的定位
与操作。

混合现实（MR）技术是VR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MR技术结合了VR与AR的优势，能够更好地
将AR技术体现出来。该技术通过在虚拟环境中
引入现实场景信息，在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和用户

之间搭起一个交互反馈的信息回路，以增强用户体
验的真实感。通过CT和MRI影像数据采集，利用
面向人工智能的图像压缩工具对数据进行优化、处
理，可以在压缩图像体积的同时实现远程、快捷地
传输，让接收的图像实现更加准确的建模，生成可
以识别的STL格式3D数字化模型，以供临床教学
和手术所用。

目前，作为国内最早进行3D打印个性化导航
模板设计与应用的单位之一，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数字医学中心已与区内多家医院合作开展了
相关研究。

我国智能化手术设备研究起步较晚，市场长期
被国外巨头垄断，目前多为引进购买国外设备，只
针对有限的手术适应症开展为数不多的手术，真正
意义上的智能化手术设备基础与临床实用化研究
还较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产学研用的科研创新
机制还不完善，很少有骨科医生参加真正满足临床
实际需求的智能化微创手术系统的研发，造成对相
关设备的基本原理、使用方法、手术适应症的选择
还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昂贵的产品价格严重制约该
技术在中国的普及。

未来已来。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引领医学智能
发展，将成为未来医院发展的“风向标”。

“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创新时代，没有核心
技术，医院就没有坚实的科研地基。相信人工智能
将助力医院打造我区医疗智能产业引领地位，以及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张元智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智“惠”草原

医疗智能技术医疗智能技术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农业
科学院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温室，工作
人员检查在 LED 人工光照下生菜的生
长状况。

复工复产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
家农业科技创新园的工作人员通过采
用无土栽培、LED 人工光栽培等技术，
生产黄瓜、西红柿、生菜等蔬菜，供应周
边商场超市。 （据新华社电）

农产品黑科技 健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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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养生还是喝茶续命饮酒养生还是喝茶续命？？

VSVS

张元智博士（右一）在骨科手术机器人培训班
进行示范操作。

手术中对机器人进行微调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