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新知

根据英国 《自然·通讯》 杂志发
表的一项癌症学观察性研究报告，
欧洲科学家分析认为， 乳腺癌风险
降低与妊娠期 34 周及以上有关联。

当乳腺癌细胞丧失了正常细胞
的特性后 ， 细胞之间连接变得松
散、 容易脱落， 游离的癌细胞可以
随血液或淋巴液播散全身， 形成转
移。 长期以来， 科学家试图将怀孕
次数及时间点与乳腺癌的风险关联
起来， 特别是年轻时 （30 岁以下）
足月妊娠和较多的分娩次数一直被
认为和乳腺癌风险降低有关。 然而
人们尚不清楚， 这些因素究竟是如
何影响乳腺癌的发展。

此次， 丹麦国家血清研究院科
学家麦兹·马尔白及其同事， 利用
丹麦的国家分娩与癌症登记数据，
建立了一个覆盖 230 万名妇女的队
列， 并评估了妊娠时长与长期乳腺
癌风险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 乳
腺癌风险下降与妊娠期持续至少 34
周有关， 而妊娠期不超过 33 周不会
降低风险。

丹麦研究人员还发现， 包括分
娩次数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内的其他
因素不能解释这种关联。 此外， 该
分析在包含 160 万名妇女的挪威队
列中得到重复验证 。 研究人员提
出， 在妊娠第 34 周左右， 应该发生
了特别的生物学效应， 以上发现或
有助于调查这种效应背后的原因。

张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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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医疗大数据
创建 AI 预测模型

过去， 青少年近视眼研究数
据量小， 无法完全反映其发展规
律， 因此不能有效进行预测及早
期精准干预。 此次， 中山眼科中
心研究团队共集合八家医疗机构
的数据， 从 2005 年~2015 年， 这
十年的时间里收集了 125 万次随
访验光结果， 所研究的群体以南
方为主， 辐射全国。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
眼科医院院长、 眼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刘奕志教授介绍， 每
年从全国各地到中山眼科中心的
青少年并非少数， 这些医疗大数
据具有非常独特的研究价值。 不
少家长每隔半年或一年就带孩子
进行定期的验光检查， 这些连贯、

庞大的数据是重要的资源。
近视眼一旦发展为高度近视，

可导致视网膜变性、 脱离等不可逆
损害， 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
康。 如果能够早期预测其发展规
律， 通过增加户外活动等早期干预
手段， 就可减缓近视眼的发生发
展， 对降低高度近视的风险有重要
意义。 刘奕志表示， 这次庞大、 规
律性的数据， 帮助他们最终发现了
青少年近视眼发生发展的规律。

以此为基础， 刘奕志团队创建
出了预测模型， 运用随机森林算法
进行机器学习， 建立人工智能预测
系统， 可对近视进展趋势进行个体
化预测， 3 年内准确率达 90%， 10
年内准确率 80%以上， 也可提前 8
年有效预测高度近视， 为近视眼的
精准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输入 2 次验光数据
秒得预测结果

这个预测模型具体怎么应用？
目前， 这套模型已在 AI 医生身上
植入， 进入调试阶段。 中山大学
中山眼科中心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科主任林浩添教授演示了操作方
法。 操作的流程非常简单， 出具
结果的时间可以用秒算。 以一个
5 岁男孩的数据为例， 在过去一
年里这位男孩近视了 ， 戴上了
100 度的眼镜， 当输入前后两次
验光的度数时 （至少间隔一年），
现场询问， “这个男孩十年后的
近视度数及高度近视的风险分别
是多少 ？” AI 医生竟可 “秒速 ”

回答： 这个男孩 10 年后近视度可
能会达到 300 多度， 他患高度近
视的风险并不高。

“这套系统主要面对的是 18
岁以下的年龄群体， 建议 5 岁以
下孩子就可以做第一次预测， 由
于两次验光间隔起码要一年， 所
以定期验光能提供更好的数据。”
林浩添建议。

学龄近视一般在 7 岁发生
“有了 AI 医生植入这套模拟

系统， 每个人的近视情况可个体
化预测， 也可及时预测高度近视
高危人群， 进行精准干预。” 研究
团队专家表示， 如果能够早期预
测个体近视的发展规律， 通过增
加户外活动等早期干预手段， 就
可减缓近视眼的发生发展， 对降
低高度近视的风险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 学龄近视一般在 7 岁
发生， 5 岁~10 岁是进展高峰期，
多数人 10 岁进展到接近 300 度，
20 岁左右则稳定在 600 度以内 。
少数学龄近视会发展成高度近视，
而高度近视并没有特定的起始年龄
和稳定年龄， “高度近视进展很
快， 而且病理风险大， 往往伴随诸
多高危致盲风险， 如视网膜脱离、
眼底病变等。” 林浩添表示。

“调试结束后， 我们计划与企
业合作推广， 或在医院内落地使
用， 有条件时将进一步进驻校园，
这样长期监控， 可在预防干预这
一环节未雨绸缪。” 研究团队表示。

梁超仪 魏春福 邰梦云

该系统主要面对 18岁以下的年龄群体

近视预测仪能预测十年内近视度
近日，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该中心刘奕志教授团队利用百万

医学验光大数据， 发现了真实世界中的中国青少年近视眼发生发展规律， 创建了近视眼人
工智能预测模型， 可精准预测青少年近视的发展情况， 通过输入两次的验光数据 （前后间
隔 1年）， 可预知十年内的近视度数变化与高度近视风险。

该研究成果的原创论文于 11 月 6 日在国际医学杂志 《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 官网首
页发表， 模型已在人工智能 （AI） 医生身上“植入” 进入调试阶段， 未来， 预测系统有望
推广进入校园。
【 】

图为植入近视预测模型
的 AI医生。

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和海德堡
国家肿瘤疾病中心的科学家近日
称， 他们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发
现， 经常锻炼不仅可以降低患癌
风险， 还有助于治疗癌症。 经常
运动的癌症患者会感觉身体更加
有力， 更少患治疗后病人常见的
慢性疲劳综合征。

得益于现代化治疗手段， 目前
一半以上的癌症患者生存期明显延
长。 然而， 治疗的成功往往伴随着
严重副作用， 甚至在治疗后， 许多
人身体虚弱， 患上慢性疲劳综合
征， 最终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 中度至
较强的运动有利于减轻癌症治疗的副

作用， 改善生活质量。 德国癌症中心
的项目研究人员卡伦·施泰因多夫表
示， 个体患者不仅受益于运动后
身体健康的改善， 还有信心将化
疗按计划进行下去， 从而间接提高
治愈率。 然而研究也显示， 运动疗
法的效果因人而异。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专家劳
琳·布法特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开
展了运动治疗癌症效果的研究 。
他们综合了患者 34 项数据， 研究
癌症治疗期间和治疗后产生的慢
性疲劳综合征， 并考察了运动对
身体耐力、 肌肉力量以及对日常
生活中自我感觉的身体功能和生
活质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 运动治疗对癌症
患者个体效果不尽相同。 结合每
一个癌症患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
运动治疗， 能够取得更有效的结
果。 总的来说， 所有患者在癌症
治疗期间适当运动都是有益的 ，
无论其初始水平如何。 在完成治
疗后， 适度的力量训练似乎可以
提高运动能力较差患者的生活质
量； 已经具有中等至良好健康状况
的患者需要更多的强化训练； 而在
进行强化治疗期间， 患者不宜进行
锻炼。 施泰因多夫总结说： “基本
上， 我们坚信所有癌症患者都可以
从耐力和力量训练中受益。”

顾钢

秋刀鱼和沙丁鱼等海鱼中富含
的 ω-3 脂肪酸， 主要成分为二十二
碳六烯酸 （DHA） 和二十碳五烯酸
（EPA）， 属于不能在体内合成的必
需氨基酸， 具有多种医疗保健功效。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等研究小组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ω-3 脂肪酸还
有缓解不安情绪的作用， 能够安抚
患者的心理。

上述研究小组对包括日本在内
的 11 个国家的 19 项研究共计 2240
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其中包括抑
郁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 心肌梗死
等多种多样的患者。 结果显示， 每
天服用 2 克以上 ω-3 脂肪酸补充剂
（相当于 1.5 条秋刀鱼） 的患者， 与
未服用者相比， 不安症状得到了缓
解， 心情得到了改善， 具有很好的
心理功效。

日本研究人员表示， 动物实验
已经证明 ω-3 脂肪酸具有抑制造成
大脑恐惧区域的作用， 今后还将进
一步在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中进行详
细调查， 期待不用药物来缓解和改
善不安心理。

宁蔚夏

适当运动 间接提高癌症治愈率

妊娠 34 周以上
可降低乳腺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