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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大家饮水自然增多。但您
可知道，喝水也有注意事项——世界卫生
组织专家指出：每天饮水超过4升可能中
毒，会导致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死亡。那
么，究竟如何喝水才健康呢？

水是万物之源，人体内60%以上都是

水。这些水对我们无比重要，他们能运输
体内所需物质，也是各种生化反应的载
体，比如出汗、排泄、呼气等。然而，如果
饮水又多又快，也会带来危险——这主要
与我们的肾脏代谢有关。

健康肾脏在正常状态下每小时可排
出800毫升至1000毫升水（尿液），如果在
这个程度内摄入水分，肾脏表示“毫无压
力”。而如果在短时间内饮用了巨量的
水，肾脏会来不及排出，导致多余的水大
量进入细胞，造成低钠血症。

低钠血症，就是血液中的盐分不足，
表现为血液中钠的浓度低于135毫摩尔/
升。而血液中盐分减少，会导致细胞们变
得“更加吸水”，一个个膨胀成球。这对于
大脑来说非常危险，会导致脑水肿、大脑
膨胀，进而导致脑组织受损，突发昏迷、呼
吸抑制、脑疝甚至死亡。

生活中，水中毒的案例并不罕见，甚
至还有导致死亡的案例。例如，一位女性
患者在例行妇科彩超检查前30分钟内，饮

水约3000毫升后发生急性中毒，短时间内
出现头痛、恶心、呕吐后送医院抢救。因
此，大家千万不要忽视短时间内大量饮水
引起的中毒。当然，只要大家注意饮水
量，发生中毒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不用
过于担心。

那么，每天饮用多少水才合适呢？我
国国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饮水
1700 毫升，成年女性每天饮水 1500 毫
升。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
比如，如果运动较多，流汗多，可以多喝；
而在炎热的夏季，还需根据劳动强度和出
汗程度适当增加。一般来说，普通杯子的
容量约为200毫升至300毫升，一般全天
饮水6至8杯即可。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饮用水种类很
多，白开水、矿泉水、矿物质水、纯净水，甚
至还有磁化水、氢化水、富氧水等，让人眼
花缭乱。究竟应该喝什么水呢？

其实，喝水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机体需
求。说白了，水主要是体内营养物质和代

谢废物的搬运工，它只是一个载体，大家
无论喝什么水，都不能把它当作营养来
源，也不可能有多少神奇的功效。因而，
只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水，都可以放心
饮用，不存在“哪种水更健康”的问题。对
于普通家庭来说，烧开后的凉白开就是非
常好的选择，矿泉水、纯净水也可以。

此外，喝水要注意少量多次。对于绝
大部分健康成人来说，只要依据是否口渴
来饮水，基本可以满足所需水分摄入。当
然，我们也可以有意识地主动饮水。尤其
是老年人感觉不敏感，更需要及时补充水
分。此外，一些慢性病患者要注意多饮
水，比如，泌尿系结石、痛风、糖尿病患者
等，能降低疾病风险。

最后要提醒的是，大家每天早晨起床
后需饮用一杯水，以补充一夜流失的水
分；而晚上入睡前建议尽量不要饮用太多
水，以免频繁起夜，影响睡眠。

（作者系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
学技术部主任）

每天喝4升水可能会中毒——

怎 样 喝 水 才 健 康
阮光锋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上，第三方医学
检验机构金域医学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双
方在人工智能（AI）辅助病理诊断应用开发方面取得
突破性进展——首次基于病理形态学，通过深度学习
技术，以病理专家的诊断标准训练出精准、高效的AI
辅助宫颈癌筛查模型。

据介绍，该模型对于阴性片判读的正确率高于
99%，对于阳性病变的检出率超过99.9%，是目前全球
已公布的AI辅助宫颈癌筛查的最高水平。通常，细胞
病理医生阅读宫颈细胞涂片每例约耗时6分钟，而AI
识别仅需36秒，速度是人工判读的10倍。专家表示，
该成果为AI在宫颈癌筛查领域的广泛应用打下了坚
实基础，也是数字化医疗与精准医疗的一次重要实践，
为未来肿瘤精准诊断惠及广大人群提供了有力支持。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病理形态学诊断被医学界
公认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就病理判读本身而言，
专业人员在传统显微镜下阅片，需要以人的视觉诠释、
知识积累、技能与天分作为基础，培训周期长达几年。
因此，我国病理医生人才资源长期处于稀缺状态。

然而，我国宫颈癌筛查的适龄妇女人群超过 3.5
亿人，即使以每3年至5年筛查一次的标准来衡量，目
前国内的筛查能力仍远未达到要求——其中重要原因
就是细胞病理医生极度稀缺。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注
册病理医生不足2万人，缺口高达8万至10万人。

“要应对病理人才匮乏难题，减轻工作压力，提高
诊断效率，人工智能辅助病理诊断被认为是一个可行
方案，现已成为医疗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金域
医学首席信息官李映华说。

2018年，金域医学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
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华为云一站式AI开发平台
为AI辅助宫颈癌筛查模型的训练和应用提供了技术
支持：在标注阶段，大大节省了病理医生标注的时间和
精力；在算法层面，模型精度和速度都达到业界领先水
平。华为云EI服务产品部总经理贾永利表示，“此次
重大突破是AI与专家经验场景有效结合的证明”。

据悉，金域医学与华为云还将在其他病理AI的场
景中寻求新的合作方向，如在消化道、肾脏、血液等亚
专科场景。“我们还将提高模型的可靠性，使其可以适
应更大范围的试剂耗材与制片水平，将AI辅助筛查的
应用拓展到更贴近基层医疗水平的场景。”李映华说。

AI辅助宫颈癌筛查获突破
本报记者 庞彩霞

6月6日是第7个“中国房颤日”，主题为“治愈房
颤，健康相伴”。为此，强生医疗主办了房颤科普教育
活动，旨在推进中国房颤疾病教育工作，提升公众对房
颤及并发症的认知，引导更多大众关注房颤，并号召高
风险人群早诊早治，防患于未然。

“房颤是可以预防的慢性病，要及早开展健康管
理。一旦远离高血压、肥胖、糖尿病，房颤发病率会降
低一半。而对于那些已患有相关疾病的人群，只要积
极治疗，规避房颤风险因素，房颤发病率又可以减半
——因此，房颤病人可以减少三分之二。”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马长生表示：“目前，我国绝
大多数房颤发生于心脏病患者，具有发病人数多、治疗
费用大、并发症危害大、社会认知度低的特点。”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疾
病。由于心房内肌纤维极不协调的乱颤，导致心跳不
规则，丧失了有效收缩，通过心电图即可确诊。

据统计，全球房颤患者达3350万人。在我国，房
颤患病人数已经超过 1000 万，每年用于治疗房颤的
花费高达300亿元。“房颤还会导致脑卒中、心力衰竭
等其他严重后果，尤其对于部分没有明显症状的房颤
患者，更易延误治疗，甚至增加死亡风险。”马长生提
醒，“通俗来讲，房颤就是心跳节奏乱了，患者心跳会达
到 350 至 600 次/分钟，并且没有固定发作诱因和规
律。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个房子，心脏壁上则布满房子
里的电路，房颤时最常见的就是心房电路紊乱现象”。

房颤的表现和感觉因人而异，有些房颤患者会有
心慌、胸闷、气短、头晕、乏力等症状，有些则心跳无明
显增快，毫无觉察。对此马长生强调，大家在生活中要
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观念，注重心脏健康
和常规检查，从而预防和减少房颤的发生。

“房颤治疗越早，治愈几率越大。”马长生表示：“近
年来，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导管射频消融为大部分房颤
患者提供了一种可治愈、减少药物副作用的治疗选择，
且一次治疗成功率在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它虽被作
为房颤首选治疗方式，但仍需视患者自身情况而定。”

近日公布的国际最新数据显示，导管消融治疗可
显著降低所有年龄组患者房颤复发风险，其中65岁以
下人群获益最大，全因死亡风险下降59%。“该数据进
一步验证了射频消融在治疗房颤中的有效性，不仅为
房颤临床治疗提供思路，也为房颤科普宣传提供参考，
帮助大众建立起正确‘防’颤观。”马长生还强调，很多
房颤患者由于走错门诊而误诊，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要增强正确和基本的“防”颤知识，加强对疾病预防及
治疗方法的了解，疑似房颤的患者应去正规医院的心
律失常门诊，或者房颤门诊及时就诊。

关爱生命 正确“防”颤
本报记者 陈 颐

时隔3个月，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
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杨辉研究组的成果
再次登上了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
这一次，这位“85后”研究员带领着他的团
队，一路披荆斩棘，首次证明了多个单碱
基编辑技术均存在大量的 RNA 脱靶，并
获得3种更高精度的单碱基编辑工具，为
单碱基编辑技术进入临床治疗提供了重
要基础。

“这项研究提供了减少 RNA 脱靶的
单碱基编辑器，对基因编辑领域具有重要
价值。”国际同行如是评价。

神奇的单碱基编辑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基因编辑
这一曾经高高在上的科学名词，如今已走
进公众视野。“基因编辑技术若使用得当，
是能造福人类的。”杨辉举例，利用这一技
术，我们可以改良植物性状，使得蔬菜保
质期更长、口感更好；而通过相关DNA复
活灭绝物种等，都并非遥不可及。

当然，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来说，更关
键的是可以治疗一些恶性疾病。脊髓性
肌营养不良、地中海贫血、血友病、视网膜
黄斑变性、遗传性耳聋……根据杨辉提供
的数据，全球有 3 亿罕见病患者，其中儿
童占了一半。这7000多种罕见病绝大多
数无有效药物可治，犹如悬在头顶上的一
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长久困扰着人类。

单碱基编辑技术的出现，犹如黎明前
的一道曙光，让科学家和患者们看到了希
望。“80%的罕见病是单基因遗传病。理
论上，通过单碱基编辑技术可以修复50%
以上的单基因遗传病。”论文第一作者、中
科院神经所博士研究生周昌阳称。

然而现实却是，由于安全性一直无法
确定，迄今为止，仅有两三种基因编辑技
术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横亘在罕见病
患者面前的是一座看不见的高山。

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人
类的DNA由31亿多个碱基对组成，这些
数量庞大的碱基对由ATCG四种碱基有
机地排列组合而成。所谓基因编辑，即是
对基因组中的特定 DNA 片段进行敲除、
加入、替换等。2012 年，凭借成本低廉、
操作方便、效率高等优势，第三代基因编
辑工具 CRISPR/Cas9 迅速在科学界风
靡。

在 CRISPR/Cas9 基础上，随后又衍
生出了第四代基因编辑技术——单碱基
编辑技术：一类是 CBE，即可以将 DNA
四种核苷酸中的 C 突变成 T 或者 G 突变
成A的一类编辑器；第二类是ABE，即可
以将 T 突变成 C 或者 A 突变成 G 的编
辑器。

“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Cas9 相当
于一个加了GPS的剪刀。”随着研究深入，
周昌阳等人发现，在针对很多疾病开展修
复的过程中，由于 CRISPR/Cas9 首先需
要切断 DNA 双链，再利用细胞自身的修
复来精确修复，这往往导致切断了 DNA
双链之后，仅有一部分细胞会通过精确的
同源重组来修复，另外一部分则会被随机
修复。而随机修复往往会引起其他的突
变，这就限制了 CRISPR/Cas9 技术在疾
病治疗中的应用。

“如果将 CRISPR/Cas9 及其衍生工
具用于临床的话，脱靶效应可能会引起包
括癌症在内的多种副作用。”杨辉说。

与 CRISPR/Cas9 相比，单碱基编辑
技术可以更精细地修改DNA。“单碱基编
辑技术在不需要切断 DNA 双链的情况
下，就能精确实现DNA的定向突变，可以
应用到大多数单基因遗传病中。”周昌阳
表示。

无处不在的脱靶风险

我们知道，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一个
碱基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某些基因功能的
改变或者缺失，进而引发疾病。实际上，
人类接近一半的单基因遗传病，是由一个
碱基变化导致。因而，能否把这个特定的
碱基安全有效修复，这正是基因编辑工具
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

“无论哪一种基因编辑工具，编辑效
率和特异性一直是衡量其好坏的两个关
键因素。”周昌阳说，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发
难点在于，既要能保证很高的目的位点编
辑效率，又要能保证基因编辑工具的特异
性。换句话说，我们的基因编辑工具只能
编辑目的位点，不能编辑到其他不想编辑
的位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随着研究
的深入，自CRISPR/Cas9技术诞生以来，
单碱基编辑这一被科学界寄予厚望的高
精度基因编辑技术，也于今年初被证实难

逃脱靶风险。
今年初，杨辉团队建立起名为 GOTI

的新型脱靶检测技术，通过精巧的实验设
计发现，原以为安全的 CBE 单碱基基因
编辑技术存在 DNA 脱靶，其脱靶的概率
相当于自然遗传突变的20倍。这意味着
什么？“如果脱靶发生到了癌基因和抑癌
基因上，将会导致一定的致癌风险。”周昌
阳解释。而得益于这一发现，随后有两家
公司正在推向临床的两个基因药物项目
及时叫停了。

探索的脚步没有就此停止。此前，对
于单碱基编辑技术脱靶问题的研究一直
专注在DNA水平，该工具在RNA水平上
是否也存在脱靶风险呢？瞄准新目标，杨
辉团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深入研究。

更安全精准的编辑工具

时光不负情深。此次，研究团队将单
碱基编辑技术脱靶检测范围扩展到了
RNA水平，首次证明常用的3种单碱基编
辑技术 BE3、BE3-hA3A 和 ABE7.10 均
存 在 大 量 的 RNA 脱 靶 ，并 且 发 现
ABE7.10 高频率地发生在癌基因和抑癌
基因上，具有较强的致癌风险。

“在之前的研究报告中，CBE 单碱基
编辑技术存在全基因组范围内的DNA水
平随机脱靶，ABE单碱基编辑技术未检测
到 DNA 水平的脱靶。而我们的研究发
现，CBE 和 ABE 均存在 RNA 水平的脱
靶。”周昌阳告诉记者，这提示了该领域不

仅需要关心基因编辑工具的DNA水平脱
靶检查，还需要关心 RNA 水平的脱靶检
查。“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开发出高
编辑效率、高特异性的基因编辑工具，应
用到疾病的治疗中去。”周昌阳说。

事实证明，RNA 脱靶确实存在于单
碱基编辑器上，但是具体由哪一个部分引
起的RNA脱靶呢？

研究团队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发现
存在于单碱基编辑器中的脱氨酶是“罪魁
祸首”。他们分别对CBE单碱基基因编辑
技术的胞嘧啶脱氨酶，以及 ABE 单碱基
基因编辑技术的腺嘌呤脱氨酶实施了突
变优化，将两种脱氨酶的 RNA 结合活性
失活掉，使其不能结合到RNA上，最终获
得能够完全消除RNA脱靶，并维持DNA
编辑活性的高保真单碱基编辑工具。

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开发的新一代
ABE单碱基编辑工具还能够缩小编辑窗
口，实现更加精准的 DNA 编辑。该技术
在特异性和精确性上超越了单碱基编辑
器ABE7.10，有望在未来成为一种更加安
全、更加精准的基因编辑工具，应用于临
床治疗中。

周昌阳告诉记者，下一步，研究团队
将努力开发出既没有 DNA 也没有 RNA
脱靶的编辑工具。而如何使得基因编辑
工具变得更小，更加方便导入到病人的细
胞中开展治疗，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向。眼下，研究团队已开始尝试以小鼠
和猴为模型，用基因编辑研究治疗罕
见病。

我国科学家研发新一代基因编辑工具——

修 复 脱 靶“ 漏 洞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日前，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自然》在线发表了我国科

学家题为《DNA单碱基编辑

技术引起 RNA（核糖核酸）

脱 靶 及 其 通 过 突 变 消 除

RNA 活性》的研究论文，首

次证明了多个单碱基编辑技

术 均 存 在 大 量 的 RNA 脱

靶，并获得 3 种更高精度的

单碱基编辑工具，为单碱基

编辑技术进入临床治疗提供

了重要基础——

科技改变生活。图为可以直接冷凝空
气中水分子，经过净化过滤制成直饮水的
空气制水机。 （新华社发）

研究人员在观察细胞的荧光蛋白。 （中国科学院科技摄影联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