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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心脏”精准“导航”
2 个月大的宝宝 小 安 （化

名）， 体重仅 3 公斤， 被证实罹患
严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肺动
脉闭锁。 近日， 小安成为了全球
首例在混合现实技术辅助下接受
“心术” 的患儿。

据了解， 小安的主干血管被
分裂成了 5 条细微的支线血管 。
医生帮助小安恢复肺动脉的过程，
需要将这 5 条支线血管都找到 ，
并缝合在一块。 广东省人民医院
心外小儿病区主任温树生说， 以
往肺动脉闭锁解除， 算得上超大
手术———需要在患者的左、 右侧
胸上各开一个切口， 将一团乱麻
般的侧支血管找到 ， 分别游离 。
再在胸口正中开一个切口， 把它
们一一拼接到解锁的肺动脉上 ，
一台手术至少超过 10 个小时。 温
树生说， 最耗时又最难的是找侧
支血管， 不是找到就行， 是要找
到每一根的起源、 走向等。

3 月 27 日， 温树生和他的助
手 团 队 借 助 了 混 合 现 实 技 术
（MR） 为小安进行手术。 这个手
术室里同时存在着 “两副” 病变
心脏及血管： 一个在接受手术的
宝宝体内； 一个在温树生和手术
助手的 MR （混合现实） 眼镜里，
这个只存在于眼镜里的 “虚拟心
脏” 是手术前根据 CT 影像检查重
建的小安的虚拟三维心脏影像。

手术中， 当温树生需要查看
血管走向时 ， 只需打开 MR 眼
镜， 从眼镜里调取这个虚拟三维

心脏影像， 并将其投射到手术台
上方 ， 或者直接把 “虚拟心脏 ”
放到小安胸腔内， 让 “虚拟心脏”
与小安的实际心脏重合。 这样就
能根据实时的影像指引， 把侧支
血管一条条地找到， 然后 “移花
接木” 到它们该在的位置。

借助这颗 “虚拟心脏” 的实
时指引， 小安的手术仅花费了 4
个多小时就顺利结束， 比常规缩
短 6 个小时以上。 原本需要在侧
腹壁用手术刀划开的切口也免了，
孩子能更快康复。

“黑科技”颠覆心脏手术
在手术中， 混合现实技术不

仅可以实现 “术中导航”， 更重要
的是能够准确找到复杂病灶的位
置和结构。

5 岁女童小冰 （化名）， 也是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 2 年前
就接受过心脏手术， 近期出现了
心肌束肥厚、 心内血流通道狭窄。
在混合现实技术的辅助下， 广东
省人民医院心外科综合病区主任
岑坚正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
镜， 调取其中根据患儿 CT 结果
重建的三维虚拟心脏， 然后把这
颗 “虚拟心脏” 放大， 并 “走进”
虚拟心脏的内部， 沿着血管， 很
快就找到了畸形狭窄处。

总的来说， “黑科技” 组合
拳大致是这样进行： 第一步， 根
据影像检查重建的三维图像， 用
3D 打印出一个 1： 1 的模型。 借
助这个模型， 医生可对复杂病例
进行术前练手； 第二步， 根据三

维重建后的影像资料， 在特殊的
系统里， 完全构建出一个和病变
心脏高度一致的 VR 虚拟三维图。
医生戴着 VR 眼镜， 将虚拟心脏
放大到像一个真实房间那么大时，
可以走到这颗虚拟心脏的内部 ，
看看心房、 心室和每一条血管的
流向， 很快就能精确判断病灶位
置 。 最后 ， 用三维重建的资料 ，
构建一个立体的病变心脏， 存放
于 MR 眼镜里。 真正手术时， 在
遇到不太确定的地方， 戴上 MR
眼镜， 调出这个虚拟心脏， 用来
指引手术完成。

新科技不增加患者费用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庄建对于

将 VR、 MR 以及 3D 打印这些当
下热门的先进技术和传统外科医学
结合所发生的技术革命充满憧憬。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将 3 种技
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医疗机构 ，
而且这种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更让庄建自豪的是， 无论技
术还是设备， 我国全都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庄建表示， 3 种技
术结合在一起后， 大大提升了手
术的安全性、 精细度， 手术时间
则缩短达 1/3 以上。

此外， 由于这一系列的设备
并不昂贵， 所以， 新技术的应用
不会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 更重
要的是， 术时大减， 手术室轮转
速度加快， 就有更多的患者能得
到治疗机会。

（综合 《广州日报》
《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 等）

3D打印+虚拟现实+混合现实

《美国心脏协会杂志》 刊登澳
大利亚一项新研究发现， 每天吃 3
次或多次西兰花、 花椰菜、 甘蓝和
豆芽等十字花科蔬菜可以防止老年
妇女颈动脉硬化， 也可降低罹患心
脏病的风险。

西澳大利亚大学研究员劳伦·
布莱肯霍斯特博士及其研究小组对
954 名 70 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女性
展开了食物问卷调查。 受访老年妇
女蔬菜摄入情况分为 “从不吃蔬
菜” 到 “每天 3 次以上” 不等。 蔬
菜种类包括十字花科蔬菜、 葱属蔬
菜 （例如， 洋葱、 大蒜、 韭菜和
葱）， 以及黄色、 橙色、 红色或绿
色蔬菜和豆类。 研究人员通过超声
测定了参试者颈动脉壁厚度和颈动
脉树整体情况， 以判断颈动脉斑块
的严重程度。

结果发现， 蔬菜摄入量最高组
参试者颈动脉壁厚度比蔬菜摄入最
少的参试者小 0.05 毫米， 十字花
科蔬菜摄取量每增加 10 克， 平均
颈动脉壁厚度降低 0.8%。 布莱肯
霍斯特博士表示， 颈动脉壁厚度减
少 0.1 毫米意味着中风和心脏病发
作的风险减少 10%至 18%。

在调整生活方式因素、 心血管
疾病风险因素 （包括药物使用） 以
及其他蔬菜类型和饮食因素之后，
研究人员发现， 多吃十字花科蔬菜
对颈动脉壁厚度起到保护作用。

李涛

英国 《精神分裂症通报》 杂志
刊登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有氧运动
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症状。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员约瑟
夫·弗斯博士、 布兰顿·斯塔布斯教
授和艾莉森·杨教授对 10 项独立临
床试验涉及的 385 名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梳理分析。 结
果发现， 大约 12 周的有氧锻炼训
练即可显著改善患者大脑功能。

弗斯博士表示， 精神分裂症急
性发作期的典型症状是幻觉和妄
想， 通常可用药物治疗。 然而， 大
多数患者仍深受记忆力差、 大脑信
息处理能力受损和注意力丧失等认
知缺陷的影响。 新研究表明， 在接
受药物治疗的同时， 还参加跑步机
和自行车训练等有氧运动治疗项目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功能总体
改善情况要明显好于只接受药物治
疗的患者。 因此， 在精神分裂症治
疗方面， 除了必要的药物治疗之
外， 有氧运动的辅助作用也不容忽
视。 在精神分裂症早期介入锻炼辅
助治疗可降低该病致残率， 有益促
进患者大脑功能的全面康复。

陈希

虚拟影像为医生术中“导航”
近期， 广东省人民医院第

一次将 3D 打印技术、 虚拟现实
技术 （VR） 、 混合现实技术
（MR） 这 3 种技术结合在一起，
应用于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是全
球首创临床突破， 更令人自豪
的是， 3 种技术与设备全部源自
国内。

虚拟影像为医生“导航”。

美国索尔克研究所一项研究
表明 ， 雌性小鼠的 “为母之道 ”
会改变 “鼠宝宝” 的 DNA （脱氧
核糖核酸）， 这有望为儿童成长环
境如何影响大脑发育及治疗抑郁
症等精神疾病提供新思路。

发表在美国 《科学》 杂志上
的这项研究显示， 得到 “鼠妈妈”
细心关爱的小鼠， 其海马体中的
某种 “跳跃” 基因活动水平较低，
反之则较高。 海马体是人类及脊

椎动物脑中的重要部分， 主要负
责记忆的存储转换和定向等功能。

过去 10 年间， 科学家认识到
哺乳动物脑中的 DNA 会发生改
变， 产生与周围神经元略有不同
的新神经元， 而这种变化由 “跳
跃” 基因导致。 此前， 该研究论
文的高级作者、 索尔克遗传学实
验室教授罗斯提·盖奇及其研究团
队发现一种叫作 L1 的跳跃基因会
在神经细胞发育过程中， 从基因

组的一个点 “跳 ” 到另一个点 。
研究人员假设这些变化可让神经
细胞更为多样， 从而对功能进行
微调， 但这也可能导致精神疾病。

该研究的研究人员分析了
“鼠宝宝” 海马体中的 DNA， 发
现母爱与 L1 跳跃基因复制数量存
在关联， 细心母亲的后代 L1 基因
复制水平较低， 粗心母亲的后代
L1 基因复制水平较高。

周舟

“妈妈的爱”或影响后代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