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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服用胶囊药物一样，喝水吞服一
粒药丸大小的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机器
人，仅需 15分钟，就可以轻松完成高科技
胃镜检查。在日前举办的 China-Hospeq
2018（第 27 届中国国际医用仪器设备展
览会暨技术交流会）上，安翰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研制的“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受
邀参展，成为展会上的一大热点。

“与大众熟悉的插管胃镜不同，患者
接受安翰机器人检查非常舒适，吞一颗胶
囊即可，且全程无痛、无创、无麻醉，检查
结果高度准确，不仅免去了插管的痛苦，
一次性使用也更加安全卫生。”安翰工作
人员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这项高科技研
发成果核心技术跨越电磁控制、定位、传

感、光电成像等主要领域，拥有近百项国
内外核心专利，并于2017年获得“2016中
国十大医学进展奖”。

纵观全球对于胶囊胃镜的研究进展，
虽然有小肠镜或磁扰动小肠镜可辅助获
得部分胃部图像，但能完整获取胃部全部
医疗影像的产品仅有安翰机器人。

该项技术研发带头人、我国著名消化
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认为，

“安翰机器人属于世界先进技术，从专业
角度来看，它具有完整的临床研究数据、
系统的检查能力和高度的检查准确性。
而这些学术特征是真正的磁控胶囊胃镜
与普通胶囊内镜的根本区别”。

“医疗器械创新必须倡导严肃的学术
精神，要有完整的临床研究数据作为依
据。”李兆申院士表示，在诊断准确性方面，
经过大样本、多中心双盲对照实验，安翰机

器人对胃病的检查准确性和电子胃镜高度
一致。这一研究结果刊登于美国、日本权
威学术期刊，被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除
此以外，学术界尚无其他胶囊镜发布的针
对胃部完整诊察准确性的研究数据。

由于安翰机器人具备高度准确性，这
项检查已被指定为《国家消化道肿瘤筛查
及早诊早治计划》的胃癌筛查项目，将对
我国胃癌防治起到积极作用。

这一计划开展后，如何保证诊断结果
的权威性？李兆申院士表示，国家消化内
镜质控中心等 5 大权威机构联合制定发
布的《磁控胶囊胃镜系统医疗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是百姓健康的又一道安全墙，这
一规范已成为国内、国际通用的指南，并
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版本。只有符
合该规范的产品及服务，才能真正用于百
姓胃部健康检查。

此外，安翰还坚持“全流程质控”管理
体系，覆盖从生产管理、检验测试、物流运
输、规范操作、检查数据分配、专家阅片诊
断、规范化报告、到筛查技术等重大阳性
病例进入绿色就诊通道的各个环节。由
此确保每例胶囊检查都能够严格按照胃
底、贲门、胃体、胃角、胃窦、幽门这一先后
顺序对胃部进行依次有序的系统图像采
集，从而保证了对胃内各部位检查的完整
性，达到胃部全面系统检查的目的，以及
对可疑病灶的重点检查。

目前，国内医疗资源不足且不均衡，
胃部检查需求极大。未来，安翰将继续按
照国家用“互联网+医疗”让优质医疗资源
普惠更多群众的指示，进一步利用云平台
技术实现大数据流动，让医学专家“触屏
可及”，真正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为

“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

让世界级医疗器械服务“健康中国”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日前，VR（虚拟现实技术）实景逛街平台在上海发
布，这是上海佩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全国首个
VR 实景逛街平台系统——其依托先进的 VR 全景技
术，将线下实景还原到线上，实现“实体+互联网+VR
全景”新型营销，助力实体经济。

2018年是VR全景行业快速发展和第一次行业大
洗牌的一年。VR全景是“互联网+”的下一个“风口”，
未来几年的商业化应用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6-2021年中国虚拟
现实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深度分析报告》显示：随
着Facebook、谷歌、索尼等大公司的入场，虚拟现实领
域持续火热，目前已出现了多次数亿美元级别的投资，
2019年VR市场有望突破159亿美元。

资料显示，我国 VR 潜在用户群体规模达到 2.86
亿，用户数量基础巨大。其中，15岁至 39岁年轻群体
中，约有68.5%的人对VR表现出很大兴趣。这是一项
代表未来的新技术，是互联网科技产业链发展同人们
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生活需求相交的产物。

经历了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攻关，佩火智
能研发团队陆续攻克了微网络领域VR线上逛街的技
术难关，并经过半年多升级完善和市场预体验，终于迎
来新平台的发布。该平台依托云服务器，无缝对接各
大社交平台，无需下载独立APP，无论在移动端或PC
端，都可进行线上VR逛街购物，让人们在虚拟与现实
的结合中，得到更优质的购物全新体验。

据介绍，佩火智能云智能管理后台通过大数据的
行为分析，根据距离判定、智能算法推荐等多种方式，
向消费者展示精准商家，并通过调研消费者的浏览习
惯，分析用户的行为喜好，为消费者持续推送感兴趣的
内容，尽量提高用户有效浏览时间，拉近消费者与商家
的距离，共建移动智慧商圈。

VR实景逛街平台可以为线下实体各行业提供全
新的全景展示、营销推广、数据分析、店铺管理、交易支
付等服务；为大众用户提供真实、方便、有效、精准的
VR 实景在线搜索、逛街、购物、社交、娱乐平台；为合
作代理商提供创新创业商机。此外，它能为各行业提供
智慧网商建设服务，使企业形象与产品得到更极致的
展现，提高网络运营转化率，增加公信力。

随着数据的丰富，VR 云实景平台将在企业常规
应用的基础上，不断升级行业特性应用，并将行业社交
元素融入每一次的数据交互中，为各种需求找到对应
有效的解决方案。

VR实景逛街平台项目总经理季建红现场演示了
该平台的新技术与使用特点：使用新型虚拟现实技术，
可生成可交互的三维购物环境，消费者能够沉浸其中
挑选商品，产生与逛街一样的沉浸感和满足感，还能在
线货比三家。“亲眼看到”详细的产品或商家情况，不仅
减少了用户逛街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还能拥有根植于
虚拟现实感的购物新体验，集趣味性、参与性、互动性
于一体。

VR实景逛街平台项目董事长黄斌说，“以技术创
新解决消费者的需求‘痛点’，是我们科技团队的核心
驱动力。VR云实景逛街平台系统是我们深度开发的
目前国内顶尖最具商业化的VR全景平台系统”。

VR实景逛街平台发布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自然-气候变化》日
前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未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
上升可能会影响世界多地的人类营养状况。除非我们
采取强有力的缓解措施，否则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预计
在未来30年至80年内将超过550ppm，这会使许多主
要作物的铁、蛋白质和锌含量减少 3%到 17%，可能对
人类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科研人员采用年龄及性别分层模
型，针对225种不同食品，分析了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对
151 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在铁、蛋白质和锌补充方面的
影响。结果发现，到 2050年，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或将
导致额外的 1.75 亿人口缺锌，1.22 亿人口缺蛋白质。
此外，目前 14 亿育龄妇女和 5 岁以下儿童所在地区
中，贫血流行率超过 20%，而这些人将失去饮食中逾
4%的铁摄入。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在全球范围内，营养不
良的流行率和严重程度或将上升。尤其值得关注的地
区是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以及中东。

二氧化碳排放可导致

人类营养不良率提升

安翰“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作为重

大科技成果参展。 李治国摄

山东淄博市充分利用岩石裸露的荒山建成华能淄

博博山光伏电站，发展清洁新能源，每年可为淄博市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1.07吨。 (新华社发）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星”却在“灯火”阑珊

处。近日，以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为首的科研团队宣布：

依托大科学装置郭守敬望远

镜（LAMOST）发现一颗奇特

天体——其绝对锂丰度高达

4.51（相当于太阳中锂含量的

3000倍）。

那么，这一发现有何意

义？请听发现者们娓娓道来

据科研团队介绍，这颗奇特天体“居
住”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夫座，距离地
球约 4500 光年，其质量不足太阳的 1.5
倍，锂元素含量却是太阳的 3000 倍。如
此高含量的锂元素，让科学家们不禁为之
着迷。

简单而复杂的锂元素

锂元素虽然轻若鸿毛，却成
就了现代科技革命，随处可见它
的身影；此外，它还是连接宇宙
大爆炸、星际物质和恒星的关键

提起锂，大家并不陌生。它是元素周
期表中的 3 号元素，结构简单，紧随氢和
氦，排在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第 3位。虽然
轻若鸿毛（轻到可以漂浮在水面上），却成
就了现代科技革命。

小到手机、平板电脑，大到无人飞行
器、电动汽车，都在使用锂电池供电。美
国一家公司甚至成功将锂电池模组并入
到纽约电力网络中，用来满足纽约市民用
电高峰的需求。除此之外，锂元素还被大
量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领域。

不仅“接地气”，这个简单而实用的锂
元素还是连接宇宙大爆炸、星际物质和恒
星的关键。一直以来，它在宇宙和恒星中
的演化始终困扰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大爆炸产生了宇宙中最初的 3 种元素，
分别是氢、氦和锂，而诞生于宇宙初期的
古老恒星保留了这些‘原材料’。”发现者
之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博士闫宏亮
说，粒子物理学家们通过计算，可以推断
每种元素究竟产生了多少。实践证明，
氢、氦和观测到的数量基本吻合，只有锂
元素除外：在古老恒星中观测到的锂，其
含量只有计算预期值的一半。

再比如，按照以往科学家们对恒星的
理解：如同人类一样，恒星会经历诞生、成
长、衰老、死亡等过程。而巨星（恒星演化
后期）阶段是恒星暮年的开始，几乎任何
一颗恒星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在标
准恒星模型中，恒星在诞生的时候都是含
锂的，但演化到巨星阶段，它会把自身的
锂元素“消化”掉，成为一个在表面上几乎
探测不到锂元素的天体。但不久，另一个
困惑随之而来：经过旷日持久的天文探
索，科学家们发现，巨星中存在一些锂含
量高的“异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
及的富锂巨星。

1981 年，天文学家乔治·沃勒斯坦和
克里斯·斯奈登利用一架小望远镜首次发
现了一颗特殊的恒星——它的光谱非常

奇特，在本不该有谱线的地方出现了一条
很强的锂线。这个特殊的天体很快引起
大家的关注，不久，科学家们赐予了它一
个贵族式的名字——富锂巨星。

茫茫宇宙中“捞针”

富锂巨星大约仅占巨星数
量的0.5%至1%，因“在揭示锂元
素起源和演化上具有重要意
义”，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未放慢

为弄清富锂巨星的来龙去脉，科学家
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开始搜集这类天体样
本。然而现实让人大跌眼镜：他们发现，富
锂巨星的数量大约仅占巨星的 0.5%至
1%。近40年来，全世界科学家们千方百计
地寻找，也仅仅发现了3个锂丰度超过4.0，
相当于太阳中锂含量1000倍的富锂巨星。

在茫茫宇宙中搜寻富锂巨星难度之
大，闫宏亮形容为“星海里捞针”。但人类
探索的脚步并未就此放慢，理由是“虽然
富含锂元素的巨星十分稀有，但在揭示锂
元素起源和演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仰望星空，解码未知宇宙。2009年，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郭守敬望远镜（LA-
MOST）竣工，很快投入使用。它突破了
天文望远镜大口径与大视场难以兼得的
瓶颈，成为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大视场
望远镜。因此，大样本统计与寻找奇异天
体，成为郭守敬望远镜的两大“定位”。

“如同人类的指纹，每个天体所含元
素不同，对应光谱也各不相同。LAMOST
同时具备大视场和大口径的优势，能以每
年超过百万光谱的速度巡天观测。我们希
望，能通过这些海量光谱数据寻找到富锂
巨星。”中国科学院院士、LAMOST 运行
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崔向群说。

根据闫宏亮的解释，科研人员在最初
寻找富锂巨星时，主要是根据光谱。“因为
光谱里含有谱线，每一种元素都会有相应
的谱线与之对应。”

时光不负情深。随着LAMOST巡天
计划的开展，其海量恒星光谱观测能力在
天文基础研究中逐渐显现——最终，科研
人员在LAMOST海量的光谱数据中发现
了一条罕见光谱，确定其来自于一颗锂丰
度异常高的恒星。

经过进一步跟踪观测，科研人员发
现，这颗奇特恒星的质量不足太阳的 1.5

倍，半径约为太阳的 15倍，是一颗典型的
巨星。接着，他们对其锂丰度进行了精确
测 量 ，发 现 这 颗 恒 星 绝 对 锂 丰 度 高 达
4.51，相当于太阳中锂含量的 3000倍，是
目前人类已知的锂元素含量最高的巨星，
称得上“奇珍异宝”。

“这颗奇特恒星的发现刷新了人类对
天体中锂含量的认知，将国际上富锂巨星
的锂含量观测极限提高了一倍，它将作为
一个独特的样本在以后的科学研究中持
续发挥价值。”闫宏亮表示。

奇特星体是怎样炼成的

科学家深入研究发现，这颗
恒星的锂元素很可能来自其内
部的一种特殊物质交换过程

这颗奇特星体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天文学家们曾提出过一些有趣的猜想。
一种设想是，富锂巨星可能诞生于一次灾
难级事件，比如恒星吞噬了自己的行星。
这种貌似只有好莱坞大片中才有的情节，
在闫宏亮看来，并不罕见。因为，锂元素
具有易消耗的特性，“这种元素在行星中
反而更容易稳定存在，所以恒星吞噬了自
己的行星并霸占了原本属于行星的锂，并
非毫无根据”。

不过，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最
新披露的数据，这一猜测并不成立。闫宏
亮说，这颗巨星的锂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根本无法用吞噬行星来解释——即使按
照最好的情况来算，由吞噬获得的锂也不
会超过这颗恒星中锂含量的二百分之一。

那么，这些锂来自何处？国家天文台
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科学
家对这颗奇特恒星继续开展深入研究发
现，这颗恒星的锂元素很可能来自恒星内
部的一种特殊的物质交换过程，并在理论
上对锂元素合成和现有恒星演化理论提
出了新观点：产生极高含量的锂元素很可
能需要借助一种特殊的不对称对流，只有
在它的帮助下，由巨星形成的铍元素才能
快速搬运到恒星表面，让它在比较低温的
区域变成稳定存在的锂。

“数值模拟表明，借助不对称对流，产
生如此高的锂是完全有可能的。”在闫宏
亮看来，关于富锂巨星的形成原因一直众
说纷纭，我国科学家在理论上对锂元素的
合成和恒星演化理论提出独树一帜的新

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富锂巨
星的传统认知。

这颗富锂巨星的发现，事实上只是
LAMOST“牛刀小试”。

利用 LAMOST 数据的大样本优势，
科学家们重新认识了银河系主体部分
——银盘的大小。银盘是恒星、尘埃和气
体组成的扁平盘，在银河系可探测到的物
质中，有九成都在银盘范围以内。原来，
科学家们认为银盘的半径约为 5万光年，
但目前推测，半径在 10 万光年左右。这
一成果使天文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星系形
成及宇宙演化的一般规律。

LAMOST 还改写了银河系晕的结构
特征。新的数据发现，银河系晕为内扁外
圆的新结构，这推翻了前人关于恒星晕是
一个轴比不变的扁球体的猜测，对于理解
银河系恒星晕的形成历史和演化提出了
新的挑战。

年老的贫金属星就像化石一样记录
了宇宙化学演化的最初历史，对它们的分
析，可以实现对第一代恒星和早期宇宙本
质的“恒星考古”。对此，天文学家在郭守
敬望远镜光谱中已发现万余颗金属含量
低于太阳百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贫金
属星，构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适合现
有大望远镜跟踪观测的“宇宙化石”样本。

此外，精确估算了上百万颗恒星的年
龄；测量近 6000 颗类太阳恒星的磁活动
指数，证实太阳有爆发超级耀斑的可能；
首次测量了近 700 颗系外行星的轨道偏
心率，发现太阳系在宇宙中具有一定代表
性，有助于寻找“第二个地球”；发现了新
的太阳系外行星族群——热海星……

LAMOST 光谱巡天如今仍在继续。
未来，人类是否能够发现锂含量更高的

“锂富豪”天体？锂元素留下的种种谜团
最终能否解开……我们拭目以待。

郭守敬望远镜完成一期光谱巡天观测，成果丰硕——

星 海 寻 “ 锂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太阳与富锂巨星对比示意图太阳与富锂巨星对比示意图。。

闫宏亮在介绍新近发现的富锂巨星。

沈 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