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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 年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
在京启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

“2019年公众十大用药提示”，本着“能少
用药就少用、能不用药就不用”的用药原
则，阐述安全用药科学方法，提高公众用
药水平和健康素养。

安全储药很重要

生活中，大家都会常备家庭药箱，
方便处理一些小伤小病。然而一旦管理
不好，家庭药箱可能会变成药品过期浪
费、药物滥用、误服误用的“大祸害”。
首先，药品在摆放上有学问：外用和内
服药品需分开存放；急救药如硝酸甘
油、速效救心丸等，应放置于显眼位置
方便取用；成人与儿童用药要分开存
放，防止误拿误服。其次，药箱存放位
置也有讲究——建议放置在阴凉干燥
处，并确保不要让儿童或者精神异常者
轻易接触到，以免误服。

药名相近药效远

疾病治疗讲究对症用药。有些药品
名称相似，甚至仅一字之差，疗效却大不
相同。例如，盐酸小檗碱与盐酸小檗胺，
前者用于治疗肠道感染，后者用于治疗白
细胞减少症。有些药物通用名相同，药物
剂型却不同。例如，硝苯地平分散片与硝
苯地平控释片，两者都用于治疗高血压。
但分散片可以掰开服用，控释片必须整片
吞服，掰开或嚼碎服用会破坏剂型结构，
甚至可能导致药物成分大量进入血液，增
加药物的副作用。

儿童合理使用退烧药

发烧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
免疫系统对病原菌作出的积极反应。孩
子发烧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测量体
温，观察孩子的一般表现——只要精神状
态尚可，可先采用物理降温方式，暂时不
用服用药物；若孩子体温超过 38.5 摄氏
度，可以使用退烧药降温。不同种类的儿
童退烧药具有不同代谢途径，一般常用的
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两种药品，不要
混合服用，一天用药不要超过4次。如果
用药后体温没有下降趋势，则需及时
就医。

多药共用须谨慎

安全用药提倡“能少用药就少用、能
不用药就不用”，因为多种药物同服可能
会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的疗效降低、
毒性增强。但老年人常有“一人多病、多
药共用”的情况，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几
率相对较高。因此，建议老年人提高用药
依从性，开展日常用药记录，列出药品名
称、用法用量、服药时间、给药方式等。这
样既能避免多服、漏服、误服，也能在就诊
时出示个人用药历史，便于医生根据患者
病情调整用药。

激素治疗应注意

激素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常令人望而
却步。其实，只要合理使用，激素也是治
病良药。激素的不良反应与剂量和疗程
有关，较易发生在长期大量使用时、药量
减少过快时以及突然停药时。预防不良
反应发生的最佳方式是遵医嘱短期适量
使用，停药时采取逐渐减量的方式，以促
使自身激素功能恢复，避免突然停药导致
病情反跳。长期使用激素需严格执行医
嘱，不可随意更改服药剂量和时间，并定
期复查，以便根据病情及时调整用药。

单纯补钙不可靠

骨质疏松症主要分为原发性骨质疏
松和继发性骨质疏松两大类。老年人骨
质疏松属于原发性骨质疏松，由某些疾病
或某些诱因（如药物）引起的骨质疏松则
属于继发性骨质疏松。患者通过骨密度
检查确定为骨质疏松后，还需要检查一些
骨转换的指标，以找出骨质疏松的病因，
并针对病因开展治疗。钙营养不良引起
的骨质疏松，补充钙剂会有一定的效果；
原发性骨质疏松，则应在医生的指导下治
疗，盲目补钙没什么作用。

抗血栓要遵医嘱

华法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的口
服抗凝药，临床上常用于降低患者血液的
凝固力以预防并发症，例如中风的发生。
多种药物会与华法林产生相互作用，患者
如还需要服用其他药品，应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切勿擅自加药。长期口服华法林时，
必须定期监测，根据指标进行剂量调整。服
用华法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出血，如患
者发现自己有异常出血情况，应及时就医。

科学应对心绞痛

硝酸甘油是很多心脏病人的救命药，
用以缓解心绞痛。服用硝酸甘油应采用
舌下含服的方式，每次一片，如不见效，隔
5 分钟再含服一片，最多连续应用 3 次。
若症状没有缓解，切勿再加大药量，需及
时就医。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会迅速扩
张血管，因此服用时尽量采用坐姿，站立
可能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引起低血压，躺
着用药则会加重心脏负担，影响药效。

规律服用降压药

高血压需终身用药，患者应选择最适
合、最有效、最耐受的药物，遵循缓慢、平
稳的用药原则。患者因病情变化需要调整
用药种类或剂量时，应遵从医嘱，不可随
意增减剂量或更换药物，以免导致血压波
动。血压不稳会增加卒中、心肌梗死、肾损
害等风险，加重病情。高血压患者发生并
发症的原因除了血压升高外，还有吸烟、
酗酒、缺乏运动等，因此，患者除了要选择
适当的药物，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长期服药要复诊

长期用药可能出现不良反应或疗效
欠佳，而有些患者自以为有经验，长期只
吃药不复诊。长期服药患者应遵医嘱定期
复查，不仅能观察药物的疗效，还能及时
规避一定的不良反应。与药物相关的定期
复查包括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等检查。
服药期间若感到身体不适，应及时向医生
沟通反馈情况，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中国药学会面向药学专家征集了
108条安全用药知识点，结合临床经验和
公众关切，梳理得出了上述十大用药提
示。”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丽
霞表示，普及安全用药知识、破解公众用
药误区、增强安全用药意识、形成良好用
药习惯，是促进公众健康、实现“健康中
国”战略的重要环节，安全用药工作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2019年公众十大用药提示发布——

用药需谨慎 误区应远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诗阳

在日常用药领域，人们存在一些常见误区。例如，听说别人吃的药管用，赶紧给自己也安排上；孩

子一发热，家长就喂退烧药；为加快康复，几种药一起服用……这些行为都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

风险，大家应格外注意。

黑洞首张照片的发布，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巨大轰动。“黑洞是什么？黑洞里面
有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制造一个人工黑
洞？”对于前两个问题，目前在科学研究领
域存在许多争议。但是，关于“制造”人工
黑洞这个问题，借助一种科学装置，也许
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将其实现——这种
科学装置就是粒子加速器。

粒子加速器全名为“荷电粒子加速
器”，是一种可以使带电粒子在高真空环
境中受磁场力控制、电场力加速而达到高
能量的特种电磁、高真空装置，也是为人
类提供各种能量的粒子束或辐射线，如电
子、质子、氘核、α粒子、各种重离子以及其
他一些微观粒子的现代化装备。

根据加速粒子种类的不同，粒子加速
器可分为电子加速器、质子和重离子加速

器以及微物质粒子，如粉末、灰尘等加速
器（又称微粒子团加速器）；根据加速粒子
能量高低，粒子加速器可分为低能加速
器、中能加速器、高能加速器以及超高能
加速器；根据加速粒子运动轨道的形状不
同，粒子加速器又可分为直线加速器、回
旋加速器和环形加速器。

世界上著名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就是一个超高能、环形粒子加速器，
可以将质子加速到极接近光速的超高能
状态。在LHC中，当两个极接近光速的质
子发生“碰撞”时，就有机会制造出微
型的人工黑洞。因此，LHC被称为潜在的

“黑洞加工厂”。此外，科学家在2012年
借助LHC发现了“上帝粒子”——希格斯
玻色子，在补上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
型”最后一块板的同时，极大推动了物

理学的进步。
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且安全的核技

术应用装置，除了“制造”黑洞，粒子加速
器在工业、农业、医学、环保、科学研究等
多个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在工业领域，粒子加速器已经成为推
进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研发和
应用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例如，基于电子
加速器开发的辐照交联、辐照聚合、辐照
接枝等辐照加工技术可以改性高分子材
料，并显著提高材料的多项性能。而基于
电子加速器可以产生 γ射线、X射线的原
理，科研人员开发出工业CT等无损检测
装置，它们在确定材料、设备、产品材质、
结构、内部缺陷和损伤中应用突出。此
外，基于重离子加速器开发的离子掺杂技
术是半导体工业中实现离子精准注入、材
料导电性改变、半导体芯片制造的关键技
术。又如，基于粒子加速器原理制造的显
像管、阴极射线管是电子显示器的核心部
件；基于电子加速器开发的辐照固化技术
则在涂层、油墨、黏合剂固化、电子器件制
造中应用颇多；基于粒子加速器开发的中
子测井技术更在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勘
测中不可或缺。

在医学领域，粒子加速器是癌症与肿
瘤治疗中的关键和核心医疗设备。医用
直线加速器，又称X刀或光子刀，可通过高
能电子与大功率微波电场相互作用引出
的能量电子打击重金属靶，并利用产生
的X射线照射病灶，从而杀死肿瘤细胞。
基于医用质子加速器的质子治疗技术，则

是利用加速器形成的高能粒子束对病灶
开展精确照射的一种放射治疗技术，其利
用质子入射时形成的特殊“布拉格峰”，可
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不损伤正常细胞，
代表了放疗未来方向。同时，基于医用重
离子加速器的重离子治疗技术也是一种
可以与质子治疗技术比肩的肿瘤治疗先
进技术，具有广泛应用空间。

在环境保护领域，粒子加速器代表着
三废处理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基于电
子加速器的电子束辐照处理废水技术，是
一种利用高能电子束流辐射污水，使水中
的污染物分解或降解、有害微生物发生变
性等，以达到消毒净化废水为目的污水处
理技术。同样基于电子加速器的电子束
辐照法脱硫脱硝技术，则在烟道气脱硫脱
硝、净化空气等领域应用广泛。

除此之外，在农业领域，粒子加速器
已经广泛应用于辐照育种、农产品加工和
害虫防治等领域，极大改变了传统农业的
面貌，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科学研究领域，粒子加速器则是研究粒
子和原子核的重要工具。

目前，世界上运转的粒子加速器已经
达到了数万台，它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
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未来，随着新型加
速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粒子加速器将会
更加广泛、深入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
环保等领域，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为人类生活生产带来更多便利。

（作者单位：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
研究院）

走 近 粒 子 加 速 器
王鹏飞 孔德泰

欧洲核子
研 究 中 心 的

“Linac 4”线
性加速器为该
机构包括大型
强 子 对 撞 机
LHC 在 内 的
加速器组合注
入更高能量的
离子束，帮助
LHC 实 现 更
高亮度。
（新华社发）

“目前，中国企业在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方
面均走在世界前列。面对行业在技术落地中普遍遇到
的性能、隐私保护和监管需求三大难题，中国企业已掌
握了‘创新和独特的核心技术’，可以成为推动行业发
展的一项‘基础工具’。”在日前召开的第27次新南威
尔士州——广东省联合经济会议上，迅雷集团CEO陈
磊表示。

在区块链技术的实际运用过程中，大部分机构和
企业往往会遇到3个门槛：

一是区块链的性能能否支撑大规模的应用需求。
比如金融系统的交易，吞吐量至少是万次/秒的量级，
因此对区块链的确认时间、每秒处理交易的能力

（TPS）要求也非常高，但很多区块链技术平台每秒只
能处理几千笔交易。二是如何解决金融行业隐私保护
与区块链公开透明特性之间的冲突。一方面，金融行
业对客户数据、交易数据等有着极高的保密需求；另一
方面，区块链天生就拥有公开透明的特性。使用者难
免会担心，基本信息和交易数据是否安全可靠。三是
如何解决区块链点对点交易带来的监管难题？区块链
的匿名特性，使其在政务、金融、医疗等对数据高度敏
感的领域，凸显出应用“缺陷”。例如，无法解决区块链
技术匿名性与数据核验需求之间的冲突等。

这三大应用门槛，在 Facebook 推出的数字货币
Libra上也得到了验证。不久前，Libra就因未能拿出
针对隐私保护和监管需求的解决方案，导致其创始人
扎克伯格不得不面对多场听证会质询。

“对于这些难题，中国区块链技术已经取得突破。”
陈磊说，以技术性能为例，迅雷集团旗下网心科技于
2017年上线高性能区块链平台——迅雷链，独创了同
构多链架构及优化的共识算法，可以支持百万TPS和
秒级确认，高于世界先进水平3个数量级。

陈磊介绍，国内专业的数字化品牌保护解决方案
服务商——量子云码就成功在迅雷链上实现了溯源防
伪服务。量子云码是一家为商家提供溯源防伪服务的
企业，其业务形态具有客户体系较多、产品体系庞杂、
查询需求量大、客户反馈需及时回复等特点，日常信息
查询量达到每秒万级。而迅雷链拥有百万级的TPS
能力，每秒可以处理上百万次查询请求，成功支撑了量
子云码的业务体系。

针对区块链隐私保护的难题，迅雷链研发出可追
溯隐私的保护技术，通过环签名、零知识证明等加密算
法对数据加密隐藏，保证在不泄露数据隐私的前提下，
证明数据的有效性并进行核验，从而保护用户隐私。该
技术已在迅雷链与泰国那黎宣大学的合作中得到验
证。泰国那黎宣大学管理着490多家医疗机构，总体覆
盖人群规模约100万人，不同医院之间调用病例信息的
情况一直是病人隐私保护的隐患。借助迅雷链的技术
支持，那黎宣大学医院运用区块链的分布式、可追溯属
性确保病例不被恶意篡改。此外，迅雷链还实现了在
医生调用病例时，病人可通过管理系统对区块链密钥
进行授权，从而充分保障病例资料安全和病人隐私。

统计显示，2019上半年，全球企业区块链技术发
明专利申请数量排行中，中国有67家企业位居前100
名。其中，阿里巴巴以322项专利位列第一。

“区块链竞争的关键在于底层技术的创新，迅雷集
团在2017年就下定决心，要通过核心技术创新让中国
在区块链领域领先世界。”陈磊介绍，迅雷集团至今已
在区块链领域申请95项专利，数量在全球排名前列。
目前，迅雷链合作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包括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南方新媒体等30多家，上链应用所覆盖的行
业包括版权保护、医疗、溯源、交通等十几个领域。

我国企业已掌握相关核心技术——

破解区块链广泛应用难题
本报记者 喻 剑

近日，南开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陈瑶研究员与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展开联
合研究的抗流感病毒新药研发取得新进展。该项研究
发现了一系列具有优异抗病毒活性、核酸内切酶抑制
活性的化合物，有望成为新型抗病毒药物前药。该研
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药物化学领域知名期刊

《药物化学杂志》上。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

吸道感染，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在
抗流感病毒药物的研发中，PAN核酸内切酶抑制剂的
研究获得广泛关注。陈瑶课题组基于最近发现的抑制
PAN内切酶的高活性金属结合药效团，合成了具有高
亲和力和结合能力的流感核酸内切酶抑制剂。

同时，他们所开发的先导化合物对几类相关双核
和单核金属酶具有高选择性。结合生物无机和药物化
学原理和方法，该团队创新性开发了一系列高效的病
毒PAN内切酶抑制剂，具有良好的抗流感病毒活性。

“这项工作为抗病毒药物的研究以及新型抑制剂类药
物的开发，提供了新思路和策略。”陈瑶说。

抗流感病毒有“新招”

本报记者 牛 瑾

为提高全民科学预防意识，河北衡水市桃城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校园普及流感等流行性
疾病的防治知识。图为工作人员在指导小学生正确佩
戴口罩。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