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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药学会收集往届“药品安全
网络知识竞赛”785.2 万次有效答题，结合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安全合
理用药评价和干预技术研究与应用”中产
出的“公众用药知识、态度与行为调查分析
技术”，梳理出公众误识率较高、潜在风险
较大、行为矫正较难的 10 个安全用药误
区。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丽霞
呼吁，大家在用药时勿轻信广告、勿偏听谣
传，服药遵医嘱、细看说明书。

误区一：
把保健品当药品

有些老年人尤其是慢性疾病患者担心
长期服药有毒副作用，又求健康心切，误认
为保健食品对疾病具有疗效，直接当作药
品服用。据报道，52岁的“资深”糖友李女
士以为吃保健品就可以不用打胰岛素控制
血糖了，结果血糖不降反升，引发并发症。

药物从研发到投入临床，经过了科学
严谨的论证和试验，具有治疗效果。但保
健食品不是药品，它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
的食品，没有临床治疗作用，不能代替药
品。因此，消费者不要盲目将保健品当做

“救命稻草”，必须严遵医嘱、科学用药；擅
自停药或用保健食品控制病情，反而会贻
误病情。

专家指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患者，目前仍需长期服药治疗。大家要正
确对待，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不要轻信
保健食品可以替代药物使用，以免引发多
种严重的急慢性并发症以及心脑血管疾
病，甚至危及生命。

误区二：
多种药物叠加用

不少人认为生病多吃几种药，疗效会
更好。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据报道，一位
感冒患者为尽快缓解症状，随意服用了 3
种感冒药，结果导致血尿，确诊为急性肾小
球肾炎。

专家建议：在选购药品时，消费者首先
应识别药品通用名，判断该药成分，查明该
药是否对症，与自己正在服用的药是否存
在相同成分，以免买错药或重复用药，导致
严重后果。

用1种药能治的病就不用两种药。如
果患者身患多种病，看多科医生，开多种
药，可能会一次服用十几种药。对此，大家
应在医生帮助下选择必用药品，坚决停用
不必要的；此外，含同种成分的药品不要重
复服用，以免药品剂量叠加，导致不良反应
甚至危及生命。

误区三：
随意换药调剂量

由于公众普遍缺乏安全用药知识，家
庭用药存在一些误区，例如随意调整用药
剂量、随意换药等。据报道，赵先生患高血
压多年，服药总是断断续续，甚至擅自停了
药，结果突发脑出血，差点儿要了命。

很多高血压患者不按医生处方用药、
不规律用药，症状消失马上停药，这种做法
非常危险。大部分降压药物要达到最大疗
效约需 1 周，突然加量或换服其他降压药
物，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变大，反而会增加中
风、心肌梗死等风险。因此，高血压药物需
要在血压计监测下规律使用，使高血压保
持在合理平稳的波动范围。此外，有些患者
使用某种抗菌药一两天后，症状没有明显
好转便随意加量或换用抗菌药物。事实上，
抗菌药物的疗效依赖于有效的血药浓度及
药物疗程，随意换药不仅不能彻底杀灭细
菌，还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增加治疗难度。

误区四：
药品存放随意

孩子好奇心重、模仿能力强，一些药品
形状、色彩对其很具吸引力，加之家长存储
不当，孩子很容易当糖豆误食，诱发疾病，
甚至威胁生命。近年来，儿童因误服药品导
致中毒的事件屡见不鲜，家庭药品存放太
随意是造成儿童误服药品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家长在选购儿童药品时，要首选
配有儿童保护盖的药品，这样不容易被孩
子打开药瓶；务必要将药品存放在儿童看
不到、够不着的地方。一旦发现孩子误服
药品，家长要就近就医，以免错过治疗时
机；同时，不要忘记将孩子吃错的药和药瓶
带上，以供医生识别，让救治有的放矢。

误区五：
盲目相信OTC

相对于处方药，非处方药（OTC）具有
较高安全性，不易引起药物依赖性、耐药性
或耐受性，也不易在体内蓄积，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但非处方药也是药，不是绝对没
有不良反应。据报道，一名女性被蚊子叮
咬后涂抹风油精，因过敏体质引发过敏反
应，导致接触性皮炎。

非处方药是可以不凭医生处方，直接
从药店购买，且无需医生指导就能安全使
用的药品。但有些非处方药在少数人身上
也能引起严重不良反应，所以，也要严格按
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服用。如果服用三五
天非处方药后，患者病症没有明显改善，或
出现皮疹、高热及其他异常现象，应立即停
药，到医院就诊。

误区六：
成瘾药物要辨清

生活中，除麻醉类止痛药、安眠药会引
起药物成瘾外，一些常见药品如长期服用，

同样会让人在身体与心理上形成依赖，上
瘾难戒。如止痛药和镇咳药等家中必备药
物中，有些就含有能使人成瘾的成分，如随
意服用，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染上药瘾！
例如常用的镇咳药复方甘草片由于组成物
中包括阿片，久服可能上瘾，一般最多连续
服用5天必须停药。

反复使用易成瘾药物可导致躯体和精
神依赖，停药后会出现戒断症状，如精神不
振、打哈欠、全身酸痛、失眠等，严重者会出
现癫痫发作甚至休克。

专家提醒，患者服药时，一定要按照医
生的处方或药品说明书来服用，不要反复
加量服用，以免导致成瘾。

误区七：
孕妇患病不敢服药

对准妈妈来说，除了孕育新生命的欣
喜与期待之外，难免会伴随着不安的情绪，
生怕不小心伤害到胎儿。为此，不少准妈妈
生病后，不肯吃药。生活中，孕妇因拒绝吃
药，危及自身和胎儿健康的例子并不鲜见。

那么，准妈妈到底能不能用药呢？目
前，我国对孕妇用药借用了美国药物和食
品管理局制定的标准，按药物不同危害分
级如下：A级药物：对孕妇安全，对胚胎、胎
儿无危害；B 级药物：对孕妇比较安全，对
胎儿基本无危害；C级药物：仅在动物实验
时证明对胎儿致畸或可杀死胚胎，未在人
类研究证实，孕妇用药需权衡利弊；D级药
物：对胎儿危害有确切证据，除非孕妇用药
后有绝对效果才选择使用；X级药物：可使
胎儿异常，在妊娠期间禁止使用。

可见，并不是所有药物孕妇都不能使
用。孕妇用药的最危险时期是妊娠开始的
前3个月，此时胎儿正处于发育形成期，最
易受到药物攻击，因此，在此期间尽量不用
任何药物。孕期需要用药时，正确做法是
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的“孕妇及哺乳期妇
女用药”相关内容，最好在医生指导下，选
择相对安全的药物。

误区八：
片面认识中药安全性

近年来，中药养生逐渐成为一股潮
流。很多人都认为中药安全，甚至能“有病
治病，无病健身”。基于这种认识，不少人
爱到药店买些中药来“自治”疾病。据报
道，一位中年女性10年间痴迷自己购买中
药治病，结果导致多器官损伤、衰竭。

药物的两重性是药物作用的基本规律
之一，中药也不例外。如果辨证不准、重复
用药、超量滥用会引起不良反应，甚至导致

病症加重，应当引起警惕。例如大量、长期
服用牛黄解毒片，会导致患者出现皮疹、发
热、哮喘、心悸等不良反应，因此用药不要
超过3天，以免引起慢性砷中毒，会对多个
器官造成损伤，重者危及生命。

误区九：
用饮料送服药物

口服用药应该用白开水送服，但生活
中，人们随手用咖啡、牛奶等饮料送服药物
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实，这会影响药物疗
效甚至影响健康，是非常错误的。据报道，
32岁的刘女士随手用咖啡送服布洛芬，结
果导致急性胃出血。

专家提示，布洛芬等解热镇痛类感冒
药对胃黏膜有刺激作用，胃病患者使用时，
应当遵医嘱。此外，咖啡中的咖啡因会刺
激胃酸分泌，加重布洛芬对胃黏膜的副作
用，非常容易诱发胃出血、胃穿孔，患者要
禁忌使用咖啡代替白开水服药。

还有些人嫌味道苦，用饮料或牛奶送
服药物，也是不正确的。许多研究表明，西
柚汁会抑制肝脏中的代谢酶，使药物浓度
升高，可能产生毒性反应。其他果汁因多
为酸性，可导致抗生素及磺胺类抗菌药物
提前分解，增强胃肠道不良反应较大的药
物对胃肠道的刺激作用等。

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钙离子可影
响某些药物吸收，因此不建议与药物同服，
除非一些明确说明可以用牛奶送服的药
物，如胃黏膜保护药磷酸铝凝胶等。

误区十：
自行使用抗菌药

很多人在感冒发烧时会自行使用抗菌
药物，但发热不等于感染，更不等于细菌感
染。因滥用抗生素引起“药物热”的例子，
生活中屡见不鲜。

其实发烧只是一个症状，不是造成疾
病的原因，因而，找到发热原因至关重要。
发热的原因很多，除感染性外，还有结缔组
织性、肿瘤性、药物性等因素。即使是感染
性，还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等不同病原。
一般感冒多由病毒引起，药物治疗以对症
治疗、缓解感冒症状为主。抗菌药物只对
细菌具有杀灭作用，没有细菌感染时，并不
具有疗效。只有感冒后出现咳嗽频繁，伴
发热、咽疼等继发细菌感染症状时，医生才
会根据病情选用相应抗菌药物治疗。

而且，抗菌药物种类很多，各具特点，
应该按照不同人群、疾病、病原适当选用。
使用抗菌药物时，尽量选用窄谱抗生素而
不用广谱抗生素，尽量不要联合使用。

注意！远离这些用药误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

然而，我国居民安全用药形势

不容乐观，普遍存在着一些认

知误区

无人便利店尚未在生活中普及开来，
便以迅雷之势迈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近
日，缤果盒子正式发布“小范 FAN AI”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该新版无人零售解决方
案融合了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机
器学习技术，打通了从供应链到商品管理

到促销的完整零售链条，让数据采集更加
准确，商品管理有序智能，促销精准高效。

据悉，在这一无人零售解决方案中，图
像识别技术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 RFID
电子标签，不仅可以节省为商品贴标签的
人工成本，而且技术改造成本极低。此外，
它的新收银台通过图像识别、超声波、传感
器等多重交叉验证准确率超过99%。据缤
果盒子创始人陈子林介绍，图像识别技术
研发历经一年时间，结合了机器学习、图像
识别、传感器等技术。

此外，以往不会被人关注的货架也被
缤果盒子打造为智能数据收集中心。新发
布的“动态货架”通过摄像头可以捕捉货架
上的所有信息，收集到比人工统计更真实
的用户全流程高纯度数据，包括面部数据、
视觉数据、动作数据等，从而为后台判断提
供最前端的资料；同时，动态货架上还有专
用的显示设备，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修改商
品价格、针对个人的促销信息。相比传统

货架，这一动态货架成为触达用户的一个
新渠道，是无人零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系统前端，通过动态货架和图像
识别结算，可以收集到精确、实时、准确的
用户行为数据，这时，便需要一个强大的后
台系统来提供高效的统筹和输出，以供卖
方作出决策。“小范 FAN AI”的后端是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通过后台智能盘库系统
可以快速了解产品的销售、库存情况。系
统会通过供应链信息和销售数据，为采购、
促销作出不同的销售策略；同时，会结合先
进的防盗追偿系统保证每个盒子的正常运
营。缤果盒子希望通过“小范 FAN AI”
承载未来大规模落地后的管理和运营，从
而进一步巩固市场。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理想情况下，
仅需4人运营团队就可以管理40个缤果盒
子，且每个盒子的运营成本仅为传统便利
店的 15%。“小范 FAN AI”系统将会在新
版盒子当中应用，其中动态货架、图像识别

技术将会在今年内正式商用。
对于无人零售行业来说，可规模化复

制也是一大关键。陈子林说，为更好地达
到部署需求，缤果盒子用时半年打磨拼装
盒子。这种类似于“宜家式”拼装的盒子可
以满足绝大部分场地部署需求，大幅度降
低运输、施工成本；同时，拼装盒子也对未
来部分硬件升级打下基础。目前拼装盒子
已经研发完毕，进入量产阶段，预计到今年
底，产能可以达到每月3500台。这也意味
着，未来几个月缤果盒子落地速度将进一
步加快。

数据显示，从 2016 年 8 月国内首个无
人便利店落地以来，缤果盒子的落地速度
就保持领先。截至今年 9 月 28 日，缤果盒
子已落地158家店，进驻22个城市，包含北
上广深一线城市。在完成东部地区高密度
小区商业模式验证之后，缤果盒子将会在
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展人口低密度地区无人
零售探索。

“小范FAN AI”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发布——

无人零售迈入新人工智能时代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营业中的缤果盒子无人便利店。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身处以数字化转型为
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
代，新兴技术的发展已经
给人类社会带来实实在在
的变化——大到一个社会
行业的颠覆，小到我们身
边的生活。

人类将如何应对科技
大潮？未来人工智能会不
会超越人类？人类将如何
发展？日前，戴尔科技集
团联合美国未来研究院，
探索和分析了未来十年内
新兴科技对人类生活和工
作的影响。20 多位来自
全球各界的受邀科技和商
业专家，就目前最具产业
发展前景的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云计算等重要科
技未来十年可能产生的影
响研究探讨后，发布了一
份未来研究报告指出——
机器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
生活，未来一定是一个人
机关系的时代。

戴尔科技集团的吴海
亮表示，“为实现人机和谐
合作，需要双方取长补短
——机器做它擅长的大数
据处理，人则处理想象力、
创造力等情感关系”。人
与机器的新生关系将为人
类生活带来更多畅想空
间，实现很多之前无法完
成的任务。“人类会成为数
字化指挥员，作为主体指挥机器，新的人机关系和
谐时代将带来更大的创造。”吴海亮说。

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将是工作找人，而不是人
找工作。吴海亮表示，“未来的工作将不是一个固
定工作，它会把很多工作分解成很多任务，针对每
个任务模块寻找最合适的人，这是未来寻找工作
人才的趋势”。预计到 2030 年，将有 85%的工作
以这种新的方式出现。届时，人类将没有固定专
业，但须具备即时学习的能力，以适应新的工作。

此外，研究报告还分析总结了进入 2030 年
后，个人和企业需要具备的特质。

具体到个人特质，首要的是情景化智慧，即人
类未来需要具有更多对于社会情景、文化、商业、
文明的理解。届时，人类需要理解更为复杂抽象
的东西，这是机器很难掌握的。其次是企业家思
维，即创造力。未来，人类要不断想点子，之后交
给机器去实现。第三是打造自身品牌，即根据个
人特质，让工作主动找上门来。第四是自动化，要
求人类学习控制和操作新机器的技能。最后是数
据解读和判断的能力，即机器计算之后，最终决策
者还是人。“专家认为，到 2030 年，这 5 个方面是
每个人成功立足的特质。”吴海亮说。

谈到未来对企业的影响，吴海亮表示，研究报
告也总结出了5个特质。第一是业务驱动的安全
性；第二是时效性；第三是算法和品牌价值一致，
要加入人的理念；第四是多元化价值，大家需要多
元化一起协作；最后是激发创新，企业要激发员工
的创新力。“这 5 个方面是当今企业需要思考的，
要有多元化的包容性和理念，要有创新激励机制，
要思考企业的价值是什么，以此来推动算法。”吴
海亮说。

为此，吴海亮提醒，“企业需要立即着手准
备。2030年，科技将融入一切当中。任何一家企
业都需要成为软件和分析驱动的数字化企业，并
能支持人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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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日前，《自然—遗
传学》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报告了榴莲的完整基
因组序列，有助于人们从分子角度认识导致榴莲
产生独特口味和气味的基因及代谢过程。

榴莲因其独一无二的口味和刺激性气味而被
誉为一种美味，它的气味常常被比作像洋葱和硫。

新加坡国家癌症中心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
学医学院研究人员使用互补性单分子 DNA 测序
和染色体支架技术，为猫山王榴莲梗组装了一个
高质量参照基因组。

通过对比分析可可和棉花等其他近亲植物，
研究者在榴莲中发现了一个可能和棉花一样的古
代全基因组复制事件。研究者还分析了果实成熟
期间的基因表达，发现果实器官中的硫代谢基因
活性水平高于非果实器官中的。与近亲相比，榴莲
含有更多参与挥发性硫化合物合成的基因拷贝，
表明这种演化上的扩增是榴莲气味产生的基础。

不同的榴莲品种和品系具有不同的口味和气
味刺激度，榴莲基因组序列以及对硫代谢基因的
分析，有助于理解榴莲的这些特征，对于榴莲产业
具有重要意义。

榴莲为何臭臭哒？

基 因 决 定 的 ！

榴莲营养价值极高，有“水果之王”美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