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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流不息的手术区走廊
里， 一个白色箱状机器正不疾不
徐地来回穿梭。 它熟练地拐弯，
侧身避开障碍物， 向着发出配送
申请的手术室前进。

“已到达 43 号手术室， 请巡
回护士取走耗材。” 抵达手术室
门外后， 声音从这台米白色塑料
外壳的机器中传出。 等待间隙，
它哼起 “一闪一闪亮晶晶” 的小
曲。 护士开门、 刷卡、 以最快的
速度取走盒装耗材。 随后， 机器
稍作调整 ， 扭过身子 ， 启动返
程。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以下简称 “武汉
协和医院”）， 这台身高 1.25 米、
名叫 “大白” 的物流机器人是手
术区医护人员的新同事。 它已上
岗 1 年多， 完全包揽了从库房向
手术室配送高值耗材的任务。

武汉协和医院计划未来引入
更多的大白机器人， 将医院里大
部分需要日常搬运的活计， 都托
付给它们。

巡回护士的好帮手
同中国绝大多数繁忙的三甲

医院一样， 武汉协和医院有着长
长的手术患者等待名单。 在手术
室外的走廊上， 医护人员总是步
履匆匆， 2 个大白机器人也不例
外。

一旦有手术室发出配送申
请， 大白会快速移动至放置耗材
的货架前。 工作人员扫描证件，
打开大白的肚子， 将耗材放入其
中。 从库房移动到指定手术室，
大白平均需要 1.75 分钟， 比人类
护士快了 3 分多钟。 它们每天往
返库房和手术室 140 趟， 工作量
相当于 4 个人类配送员。

据武汉协和医院手术室总护
士长高兴莲回忆 ， 大白没入驻
前， 领取高值耗材的任务， 落在
巡回护士身上。 每台手术配备 2
名护士， 一名负责给主刀医生递
器械， 一名负责看护患者， 并处

理术中杂务。 理论
上， 巡回护士须在
手术前备齐所有耗
材， 但实际上， 医
生经常根据术中需
要临时调整手术方
案， 巡回护士不得
不亲自去库房取回
耗材。

一台手术， 巡
回护士经常要跑两
趟。 这意味着， 他
们每天平均要在手
术室和库房的路上浪费 40~60 分
钟。 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 护士
短暂离开的时间里， 患者有突发
意外的可能。 而大白的到来， 让
巡回护士终于可以时刻守在患者
身边了。

另外 ， 大白替代人工配送
后， 耗材管理也更加精准。 巡回
护士刷卡取出高值耗材的瞬间，
系统会自动记录它的运输和使用
情况， 并且同步到患者的账目系
统上。 库房人员不再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在货架上清点耗材。 如果
耗材过期， 大白则会在扫描时发
出警告， 拒绝配送。

医院内的物流机器人
武汉协和医院生物医学工程

研究室的副主任刘胜林长期关注
机器人领域， 了解到国外已有医
院用机器人配送药物， 但国内还
没有这类尝试。 于是， 他和领导
商量好， 决定找一家国内公司，
共同研发一款适合自家医院的物
流机器人。

最后， 一家名叫钛米机器人
的创业公司， 设计研发出了这款
机器人。 大白的主体结构就是一
个能塞下 200 公斤重物的大肚
兜。 在机器的各个侧面， 40 个先
进的传感器埋伏其中， 包括激光
雷达、 红外、 超声、 加速度计和
姿态传感器等， 它们能让大白像
人类一样感知周围环境。

未来， 在武汉协和医院， 大

白们还将走出手术区。 它们可能
会奔走在消毒供应室与手术室之
间， 在它们的抽屉或拖车里， 将
塞着手术器械包、 医用被服或药
品。 条件允许的话， 它们还会走
进科室， 帮护士配送静脉用药。
高兴莲期待， 它们走进环境最为
复杂的病房， 直接为患者服务。

在美国多家医院， 这已成现
实。 硅谷一家有着 300 张病床的
公立医院， 让机器人承担了 80%
的日常配送工作。 它们在不同的
楼层间游走， 有的负责去病房派
送食物和药品， 有的身后拖着橘
黄色的医用垃圾桶。

不可能完全取代医护人员
有了医疗机器人， 并不意味

着医生护士即将下岗。 只是对医
院管理者来说， 人手紧缺是现阶
段更现实的问题。

高兴莲一直在推动手术室智
能化。 不过， 在她看来， 机器人
不可能完全取代医护人员。 “患
者特别需要人， 那种人与人交流
的感觉，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机
器取代不了 。” 高兴莲举例说 ，
进手术室前， 很多患者会紧张。
在她管理的手术室， 护士会握一
握患者的手 ， 摸一摸他们的额
头， 在术中为他们保暖。

在高兴莲看来， 人类护士给
予同类的这种温度， 机器人可能
永远模拟不出。

郭路瑶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 在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表现出丧失记忆症状很多年
前， 就可能已经出现生物钟紊乱等前
兆。 这将有助于医生更早发现这种神经
退行性疾病。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美国
医学会杂志·神经病学卷》 上。

论文第一作者、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
顿大学医学院神经学助理教授埃里克·
穆谢克说， 研究对象们并非失眠， 而是
睡眠断断续续， “夜里连续睡 8 个小时
和白天零星地打 8 个小时盹是非常不同
的”。 该研究团队发表在美国 《实验医
学杂志》 上的另一篇论文表明， 生理节
律混乱也加速了小鼠脑部出现淀粉样蛋
白， 后者被认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

此前研究认为， 淀粉样蛋白水平会
随昼夜起伏， 睡眠时其水平会降低， 如果
睡眠被惊扰或缺乏足够的深度睡眠， 淀
粉样蛋白水平会上升。 新研究发现， 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还未出现记忆丧失症状
时， 其生理节律行为表现得更加破碎化，
大脑中出现淀粉样蛋白的可能性更大。

研究人员说， 究竟是生理节律紊乱
让人们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还是
阿尔茨海默病引发的大脑病变让生理节
律紊乱， 还无法给出答案， 但至少生理
节律紊乱可以作为提早发现阿尔茨海默
病的生物学标记。

周舟 林小春

等着接电话或是乘坐长途交通工
具时， 刚好手边有纸和笔， 有的人可
能不自觉地在纸上随手涂涂画画。 英
国笔迹专家特蕾西·特拉塞尔说， 人们
随意画出的图案或许反映性格。

特拉塞尔通过英国 《每日邮报 》
分享了几种常见涂画图案的含义， 虽
然没有给出其中道理， 但不妨作为参
考来帮助了解自己。

特拉塞尔说， 圆形反映出对爱和
归属感的渴望 ， 方形表示脚踏实地 、
追求实用和富于建设性的性格。

爱画心形的人可能更容易多愁善感，
更深情； 画网格的人或许更有心计， 擅
长诱导他人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如果画的是花朵， 要看花朵的具
体形状， 中间有个大圆圈的花朵代表
自信和喜欢社交， 画得精细的花朵可
能是强迫型人格的反映。

画盒子表明一个人有抱负， 但也
可能表明他看重物质生活。

欧飒

生物钟紊乱
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前兆

随手的涂涂画画
“出卖”你的心

我的新“同事”不是人

图为库房工作人员往大白物
流机器人中放置医用高值耗材。

欧洲科学家研究发现， 中年
体重超重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
几率更高。

欧洲多国科学家分析了美
国、 欧洲和亚洲 39 个相关研究
的数据， 发现痴呆症患者在中年

时的身高体重指数 （BMI） 普遍
偏高， 到晚年又偏低。 研究涉及
的近 135 万研究对象中， 有 6894
人后来患上阿尔茨海默病。

英国阿尔茨海默病专家罗
莎·桑乔认为， 这项研究揭示了

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持大脑健康
的重要意义。 她还说， 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晚年身高体重指数偏
低， 很有可能是这种病症导致的
结果而非致病原因。

袁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