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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寻”肿瘤用导航
本报记者 董碧娟

目前，密码是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主
要方法，但也有其劣势。它们能被轻松地
破解，即使密码很复杂也用处不大。大多
数人希望密码容易被记住，因此会选择简
单的密码或者随手将其写在某个地方，这
反而更不安全。为了真正确保安全，人需
要记住多台设备及服务上的诸多密码。
最近，一个黑客集团从被黑的网站中窃取
了海量的用户名和密码，这让我们所有人
都觉得很不安。

一个全新的名词——生物特征授权
方式，将出现在今夏上市的 Windows 10
设备中，这是 Window 过去从未有的一项
新技术。人们使用电脑和手机所关心的

安全问题将通过一种生物特征授权方式
——“Windows Hello”得到解决，让大家
放心实时访问自己的电脑和手机。有了

“Windows Hello”，你只需要露一下脸，
动动手指，就能立刻被运行 Windows 10
的新设备所识别。“Windows Hello”不仅
比输入密码更加方便，也更加安全！该系
统能够让用户无需存储在本地或网络服
务器的密码即可进行认证应用，甚至包括
某些在线体验。

那么，“Windows Hello”的工作原理
是什么呢？还是让微软的专家讲解一下
吧。“Windows Hello”为生物特征授权带
来系统支持——通过使用你的脸部、虹膜

或指纹等生物特征来解锁你的设备。这
种技术比传统密码更加安全。你——就
是你，加上你的设备就是可以解锁 Win-
dows、应用、数据甚至网站和服务的密
钥，而不是使用容易被忘记、被破解或随
手写下的一串随机排列的字母或数字。
现代传感器将通过识别个人体征使用户
登录运行 Windows 10设备。

也许人们会问：使用哪种设备？当
然 ，将 会 有 许 多 支 持 这 种 授 权 方 式 的
Windows 10 设备供用户选择。如果用
户的设备已经有指纹阅读器，就可以使用

“Windows Hello”解锁该设备。针对脸
部或虹膜检测，它能够通过特殊的硬件和

软件组合精确地验证出这是你——而不
是你的照片或试图模仿你的人。同时，通
过使用红外技术，相机可以在各种光照条
件下识别你的脸或虹膜。微软的专家特
别强调，便捷性与安全性跟用户隐私同样
重要。“Windows Hello”提供了企业级安
全防护以满足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政
府、国防、金融、医疗等机构可以利用这个
简单的解决方案加强其整体安全性。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微软亚太研
究院院长洪小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
2015 年微软研究院的任务，首先就是保
证 Windows 10 的成功，做到滴水不漏，
希望该成果能给用户带来优良的体验。

来，刷个脸保护你的设备
本报记者 陈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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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以及车静研究
员课题组与华大基因国家基因库等单位合作，近期成
功破译了首个“现代蛙类”——高山倭蛙的基因组。

高山倭蛙属于两栖动物。目前已知两栖动物包括
7000 多个物种，在研究脊椎动物的进化模式及其背后
的分子机制中处于关键位置。但在两栖动物生物类群
中，目前仅有热带爪蟾的基因组被测定。爪蟾属于“古
老蛙类”的一种，而目前 95%以上的蛙类属于“现代蛙
类”。测定“现代蛙类”基因组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高山倭蛙系青藏高原的土著物种，同时也是青藏
高原上的绝对优势种，因此，该基因组的破译同时也为
研究两栖类物种的高原适应奠定了基础。研究人员通
过比较高山倭蛙和热带爪蟾二者的基因组，发现前者
拥有更大的基因组，且这种基因组大小上的差异主要
归因于两者基因组中转座元件的含量不同。进一步的
研究发现，高山倭蛙的转座元件主要以长末端（LTR）
重复序列为主，而爪蟾则是以 DNA 转座子为主。相对
于爪蟾，高山倭蛙中的 LTR 具有更高的保守性。然
而，LTR 在高山倭蛙中出现的时间要显著早于爪蟾，
说明 LTR 在高山倭蛙中可能经历了更强的选择压力，
提示其可能具有某种潜在的生物学功能。

研究人员还估算出高山倭蛙和热带爪蟾的分歧时
间大概在 266 百万年前。尽管两者分歧时间很久，但
是两物种染色体间的重排特别少，说明蛙类基因组可
能具有相对较慢的进化速率。这一猜想在染色体内部
重排速率、基因区及全基因组的替换速率等多个层面
都得到证实，即两栖动物，甚至整个冷血动物，具有比
恒温动物更低的进化速率。

此外，高山倭蛙基因组的破译，使我们进一步确认
了更多的人类、鸟类、甚至蛙类基因组中的染色体断裂
和融合区域。

这一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著名刊
物《美国科学院院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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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冷血动物比恒温动物进

化速度慢——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河北兴隆观测基地，由
我国自主创新研制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引人
瞩目。该望远镜拥有总面积 20 平方米的巨大反射镜，
配合 50 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巨型“镜筒”以及另一端同
样拼接而成的 30 平方米主镜。这个建在高山上的超
级望远镜正在对着浩瀚星空进行“户口普查”，并于日
前向全世界公开发布了首批数据成果。

这批数据成果包含有 220 万条光谱，其中信噪比
大于 10 的恒星光谱 172 万条，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已
知恒星巡天项目的光谱总数。此外，在发布数据中，还
包括一个 108 万颗恒星光谱参数星表，这也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恒星光谱参数星表。

LAMOST 首批数据的公布，表明中国大型巡天望
远镜所获得的大规模海量数据将被更多的国际天文学
家所使用。正是依靠这些高质量的光谱数据，科学家
可以确定天体的温度、密度、年龄、化学成分等，进而研
究银河系的结构、运动、形成和演化过程，探索宇宙的
未知领域。

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研究员介绍，这批数据只
是 LAMOST 第一期光谱巡天计划里的第一批数据，
第一期光谱巡天计划将在 5 年时间里获得超过 500 万
条高质量的光谱，海量的光谱数据将成为“数字银河
系”的重要基石。严俊介绍，LAMOST 焦面上可容纳
4000 根光纤，每次观测可获得多达 4000 个天体的光
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此
外，它还创造性地应用主动光学技术，实现在观测中镜
面曲面连续变化，不同瞬间是不同的施密特光学系统，
巧妙地解决了望远镜“看得多”和“看得清”之间的矛
盾，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光谱巡天望远镜。

天文学家已经利用 LAMOST 数据取得了一些重
要的科研成果，包括在仙女星系和三角星系区域内新
发现近 2000 颗类星体，从 157 颗天琴 RR 变星中探测
到 3颗天琴 RR 变星存在超高声速机波现象，发现银河
系盘星的运动模式并非简单的圆周运动等。

我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大型巡天望远

镜——

公布首批“星空普查”数据
本报记者 杜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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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不需要“谈癌色变”？专
家告诉我们，事实上，癌症并没有人
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就拿乳腺癌来
说，如果能够早期发现并实施治疗，
患者 5 年期生存率可以达到 80%。
然而，虽然已经有 X 射线、CT、核磁
共振等检测手段，但早期肿瘤的定
位是摆在全世界医生面前的一个难
题。尤其在手术过程中，能否精确
定位肿瘤更成为决定手术成败的重
要因素。

过去，医生往往凭借经验判断
肿瘤边界，这往往导致多切或者少
切，对治疗带来不利影响。针对这
一难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科
研人员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了一
种由我国首创的神奇“导航”系统。
它能在乳腺癌、胃癌、肝癌的早期检
测和肿瘤切除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误
差在 1 毫米之内的精确定位，缩短手
术时间，大幅减少人为失误。

实现“一下子”定位

中科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王坤告诉
记者，这种“导航”全名叫光学分子影像手
术导航系统，实体主要由移动主机、支架、
超高灵敏光学相机、滤光镜头、液晶显示
屏构成。“这个系统的研发是由科技部
2011 年立项的 973 计划项目资助，目的
是将医学影像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有机结
合，发现早期病变，并将其在分子表达失
常状态就及时扼杀。”王坤介绍说。

中科院自动化所助理研究员迟崇巍
告诉记者：“虽然已有的医学影像设备在
术前诊断和术后评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然而随着医学影像学技术的发
展，精准医学的临床需求对疾病的治疗
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如何早期发现病
变，如何快速定位肿瘤边界，如何术中
评估肿瘤分子分型成为了临床医学领域
亟需解决的挑战性问题。而基于解剖结
构及组织形态的影像学方式难以应对这
种新挑战。”

迟崇巍进一步介绍说，在临床手术
中，现有医学影像手段无法检测到毫米
级及以下微小肿瘤病灶，而不清除又会
引起肿瘤的复发及转移，危及患者生
命。因此，他们团队提出融合成像新技
术方法，并自主研制出光学分子影像手
术导航系统，辅助临床医生术中进行精
确细胞分子水平手术切除，突破传统手
术治疗精度极限。

那么，这个“导航”又是如何工作的
呢？王坤向记者简要介绍了这一过程：先
在患者体内注射分子荧光染料——吲哚
菁绿(ICG)，然后用 700 纳米的近红外镜
头照射检测区域，ICG 在近红外光的激发
下发射出约 800纳米的近红外光，“导航”

系统将根据这种近红外光和白外光的叠
加，计算获得实时影像，从而让医生通过
显示屏“一下子”就能精确定位肿瘤，整个
过程仅用短短的 5分钟。

“这种近红外光其实就是人们常见的
电视机遥控器上发出的光，所以对人体
没有危害。而采用的荧光染料 ICG 也不
会产生传统染料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王
坤说。

探索10多年的算法

如此灵敏高效的定位依靠的是一套
探索多年的精密算法。王坤说，这个项目
虽然立项时间并不长，可实际上研发人员
早在 10 多年前就在项目首席科学家田捷
研究员的率领下开始了相关算法的研究。

王坤告诉记者：“一根筷子放在杯子
的水中会出现弯曲，这就是光的折射。同
理，示踪染料发出的近红外光在人体内也
会发生折射。而由于近红外光不走直线，
它会在人体复杂的软组织中不停折射，这
就给逆向推导近红外光路径、定位病灶边
界带来了极大挑战。”

在 50 余人科研团队攻关下，一套精
密的数学成像模型顺利出炉。效果到底
如何呢？王坤给了一个实例：刚过去的几
个月时间里，“导航”样机应用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的 28 位癌症患
者身上，有 1/5 的病人通过 CT 等传统成
像方式只发现了一个病灶，而用“导航”系
统时则能发现额外的微小转移病灶，这也
有力证明了这套算法的灵敏和精确。

迟崇巍总结了这一项目的创新性：
“在技术创新方面，项目在成像理论上提
出了创新技术，如荧光图像强度校正技
术、自体荧光去除技术，解决了二维荧
光光照不均及自体荧光干扰这两个关键

性技术难点。整合了医学影像处理技
术、分析技术与创新技术，搭建了灵活
可用的整体计算框架。在系统创新方
面，研制了光学分子影像肿瘤靶向手术
导航系统平台，基于光学分子成像技术
对肿瘤及其他病灶组织进行实时动态成
像，完全是自主研发。”

此外，项目还实现了结构和功能影像
数据的多角度、高通量和动态连续获取；
在实现多源数据补偿校正、快速分割、精
确配准、实时可视化等关键技术的基础
上，构建出光学分子影像肿瘤靶向手术导
航系统设备信息融合与计算平台，完成多
角度信息融合，实现定性、定位和定量分
析功能。

据了解，目前这种光学分子影像手术
导航系统样机已经获得国家药监局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合格检测报告，并
已在 301 医院等国内多家医院开展临床
验证和试用，成功诊治百余例的乳腺癌患
者。而用于“定位”胃癌、肝癌的检测系统
也已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多家
三甲医院开展临床试用，也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大步迈向产业化

分子影像是将分子生物学与现代医
学影像学相结合，应用影像学方法，对活
体状态下的生物过程进行细胞核分子水
平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具有实时、无创、动
态、在体成像的突出特点。这个 21 世纪
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数学、电
子信息、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信号处
理、生物学等众多学科。其研究成果已被
广泛应用于基因表达、肿瘤生长监测、新
药开发等诸多领域。

王坤表示，我国在分子影像领域的研

究几乎跟国外同步，而从目前的发展情况
来看，我们甚至在一些技术上走在了前
边。“因为当我们已经开始光学分子影像
手术导航系统临床试验时，国外在这方面
的论文和专利都还寥寥无几，更别说进入
临床试验了。”王坤说。

目前，围绕这项成果，研究人员已经
发表了一系列高影响因子期刊文章 19
篇，取得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1 项，申请
PCT 专利 4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2
项。这样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学
影像设备，将首先打破我国长期以来高端
医疗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

统计结果表明，分子影像方法的准确
率为 96%，而传统方法仅为 69%，并有
18%的患者仅由分子影像方法检出，为原
先“盲切”的手术提供了一种精准定位方
法。欧洲肿瘤外科协会主席在 2014 年

《自然综述 肿瘤外科》的文章中评价该
工作“对于外科医生而言，是个体精准手
术的巨大进步”。

“利用分子影像手术导航设备，一方
面可协助医生早期发现微小肿瘤病灶，提
高肿瘤术中检出率，提高病人术后愈后效
果；另一方面，可以在术中精确定位肿瘤
边界，减少对病人创伤，降低术后复发的
风险，因此在手术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迟崇巍说。

王坤透露，当前课题组的主要攻关
任务是如何将系统灵敏度提升得更高，
帮助患者检测定位到更早期的肿瘤。同
时，也力争将设备成本压缩到最低，努
力实现让这个神奇“导航”更快地应用
到大众体检中。

“我们现在已经和一些大企业及地方
政府开展了有关产业化的交流和合作。
我们有信心让它能在5年内真正走出实验
室，成为惠及大众的成熟产品。”王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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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 光学分子影像手术导航系统外观。

图② 医生在应用光学分子影像手术导航系统医生在应用光学分子影像手术导航系统。。（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