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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团队运
用现代科技创立循证针灸大数据分析与
处理方法，在构建循证针灸临床决策支
持平台基础上，探索其在针灸临床指南
制定、临床治疗、疗效评价、临床管理
和仪器开发等各环节的应用，有效实现
了‘互联网+’与中医药的结合。”四川
省科技厅副厅长韩忠成对“基于大数据
的循证针灸临床决策支持平台”给予了
高度评价。

据悉，由成都中医药大学联合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成都成信高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和成都松果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完成的“基于大数据的循证针灸临床决
策支持平台构建与应用”科技成果于近
日顺利通过鉴定。

该项目组发明专利包括“一种多功能
的智能针灸诊疗仪及应用方法发明专利”

“支持多路输出的循证针灸经穴治疗与检
测仪及其使用方法发明专利”等，成功推
动了针灸学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

不在“互联网”时代望洋兴叹

在针灸诊疗室里，一位面瘫患者经
过西药、中药治疗都不见好转，愁肠百
结，心灰意冷之时，闻知“针灸能够使
面瘫不能活动的低能量区通过局部及远
端刺激使刺激神经得以恢复”，于是，该
患者便寄希望于针灸治疗。

然而，诊疗室李医生根据自有经验
选穴治疗2次后却不见任何成效。为治好
病人的面瘫问题，李医生苦苦在古代医
书中、医院病例中以及国内外最新临床
研究中寻找治疗该病的有效治疗方案及
其研究证据。可阅遍了群书，却终究还
是苦寻未果。

面对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医书、成千
上万的医院病例和现代研究，面对信息时
代下的“知识海洋”，李医生只能望“洋”兴
叹，不知该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如何快速、
方便地从容量大、类型多、增长快的

“文献、科研、临床”等针灸循证决策资
源中获得针灸最佳治疗方案和研究证

据，越来越成为医者想要解决的棘手问
题，也是医者不负病人期望的责任。

众所周知，针灸在中国已有几千年
的历史，积累了海量的针灸信息，其特
征就是“大数据”的“4V”真实体现。
于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本着
医者仁心的精神追求，勇担重任，带领
科研团队采用大数据分布式存储、计
算、分析和服务技术方法，以实现针灸
循证决策资源“科学评价、集中存储、
深度分析、高效利用”为切入点，积极
探索创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循证针
灸临床决策支持平台，还计划研制与该
平台配套的实时动态展示针灸效应的针
灸诊疗仪用以辅助治疗。

数据仓库智能汇聚针灸学资源

自 80 年代工作开始，梁繁荣就始终
在收集、整理古代医书中有关针灸文献
信息的道路上坚持不懈。但当时只能采
用人工方式，即手动从几千册纸质图书
逐页查阅、抄写、分类、汇总以及分
析，即便针灸文献整理工作如此繁琐，
梁繁荣还是坚持了20余载。

“如何有效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
大数据量级的针灸信息”成了该项目组
科研之初的关键一问。当下，互联网和
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是“大数据”横
行时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成为解决
这一问题的首要手段。

自 20 世纪初，梁繁荣开始组织文献
研究小组在全国首次采用计算机数据库
技术进行针灸信息的数字化和结构化处
理，采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规律分析，
研发了单机版的针灸数据挖掘软件。

科研初有成果，整个项目组成员都
倍感欣慰。然而，问题也总是不断“推
陈出新”：人工信息采集效率低，数据量
少，挖掘技术单一，单机版更新慢等困
难，成为了阻碍研究进展的瓶颈。

“大数据、云存储、云计算等概念和
技术之所以能快速兴起，就一定是一种
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梁繁荣指导项目
组成员要充分利用新时代的新“武器”。

有了突破口，谁来做技术攻关就明
确了。项目组迅速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计算机学院联系协调，引入大数据分布
式存储、计算、分析和服务技术方法，
开始了循证针灸临床诊疗决策支持平台
的创建之路，在针灸信息采集、存储、
分析及提取针灸决策规律，针灸信息和
分析结果用于临床及科研等方面逐一攻
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

在有效采集和存储针灸决策信息方
面，项目组首次采用 DTS （数据转化服
务）、“网络爬虫”等数据获取方式采集
数据，建立针灸临床决策资源目录体
系，建立存储针灸数据资源的主题数据
仓库、数据集市，构建循证针灸决策资
源中心，存储了 700 余种中医针灸古代医
籍的全文数据、117 种疾病古代针灸诊疗
处方数据、针灸优势病种的现代临床研究
数据、70多家医院针灸临床诊疗数据、362
个经穴以及 2000 多个经外奇穴信息、394
种刺法灸法信息、395种疾病的中医/针灸
辨证诊断等多种信息,实现了循证针灸文
献、临床和科研决策资源的智能汇聚、
智能分类、分布式存储、弹性扩增、智
能检索、统一分析、共建共享。

在深度分析和提取针灸信息决策规
律和知识方面，项目组则根据循证针灸决
策需求和资源特点，基于 MapReduce、
Spark、Storm 等主流开源架构的分布式
计算平台，研发出一系列针灸循证诊疗决
策数据挖掘模型和算法，实现了针灸疾病
诊断、辨证分型、处方优化及刺激参数组
合等诊疗决策方案的准确挖掘、智能分
析、客观判断、可视化交互。

而在将针灸信息和分析结果高效用
于临床和科研方面，项目组基于“云服
务器+终端 （PC） ”相结合的大数据服
务模式，利用迭代和流分析计算模式，
搭建“互联网+”循证针灸临床决策支持
平台，实现了针灸临床循证诊疗决策模
式的服务化与可视化。

此外，梁繁荣还将基于“患者意愿、医
生经验、最佳研究证据”三者完美结合的
循证医学决策理念引入针灸临床研究和
实践中，创建了循证针灸学理论体系。

针灸学智能化大有可为

“研发‘基于大数据的循证针灸临床
决策支持平台’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针
灸临床诊疗水平，提高针灸医疗服务能
力和水平。”梁繁荣始终不忘科研初心，
也终于在项目组成员同心齐力共科研的
努力下，这一期望变作了现实。

基于 SOA 服务装配技术实现的针灸
循证诊疗决策各数据挖掘算法不同粒度
的构件化组装、快速集成和高效响应的

“基于大数据的循证针灸临床决策支持平
台”，目前已推广应用于中医针灸临床实
践和医院管理，现有 70 余家医院基于该
平台制定和完善针灸治疗方案、针灸疗
效可视化评估、自动形成针灸治疗电子
病历、晕针痛针取针移动段提醒、治疗
师工作量化统计考核等多个方面工作，解
决了临床针灸治疗过程数据的结构化问
题，为临床针灸提供数字化质量控制和循
证研究的新途径，初步实现了“互联网+针
灸”的大数据医疗服务方式，实现了针灸
临床以经验为主的诊疗决策模式向循证
诊疗模式转变，提高了针灸临床诊疗水平
及针灸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多所科研院所还利用该平台制定了
功能性消化不良、偏头痛、痛经等 24 个针
灸临床优势病种的循证临床治疗决策方
案，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了及时更新的高
质量研究证据；制定了针灸治疗坐骨神经
痛、面瘫等疾病临床实践指南；挖掘分析
了心绞痛、高血压、不孕症等 30 余种疾病
古今针灸治疗规律，发现并验证了一系列
具有理论和临床价值的经穴效应规律。

“‘基于大数据的循证针灸临床决
策支持平台’项目显著提升了针灸临床
决策水平，加快了针灸学国际化进程，
研究成果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石学敏院士等
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
目不仅是探索符合中医药发展特色的高
校与地方产、学、研、用融合的有效方
式，更为四川省在“十三五”末期建设
成为中医药强省做出了巨大贡献。

大数据里的针灸“不老术”
通讯员 任玉兰

日前，在 《Science》 期刊
在线发表的标题为“2 型 Ry-
anodine 受体 RyR2 门控机制的
结构基础”的研究长文，是清
华大学医学院颜宁研究组与加
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陈穗荣研究
组合作，揭示的关于目前已知
分子量最大的离子通道 Ry-
anodine 受体 RyR2 亚型处于开
放和关闭两种状态的三维电镜
结构，对 RyR2 的门控机制进
行探讨，并提出中心结构域极
可能是控制心肌钙离子通道
RyR开放的关键。

在开放构象中，位于穿膜

区域负责通透离子的通道发生
扩张，从而使得钙离子能顺利
地从肌质网内部转移到细胞质
中。RyR2 细胞质一侧可溶区
域占据整个蛋白很大比例，在
开放状态下，这部分区域向着
肌质网膜靠近，同时还伴随着
一 定 程 度 的 旋 转 。 通 过 对
RyR2 中每个相对独立的结构
域的比较和分析，研究组认为
中心结构域极有可能是介导胞
质内信号长程传递引发 RyR
开放的关键。这一发现与之前
有关 RyR 的功能研究结论相
吻合。

清华大学

揭示RyR2长程门控机制结构基础

日前，厦门大学科研团队
以三聚茚衍生物为构筑基元，
组装成一系列面方向性分子多
面体，并通过改变顶点分子或
调控反应动力学调控分子多面
体的面方向性。

三甲酰基修饰的三聚茚衍
生物与 1,2-二胺通过动态共价
键组装成[4+6]分子多面体。有
趣的是，三聚茚组装基元π平面
上的三个亚甲基碳在分子组装

体中存在两种面方向性，即顺时
针（clockwise，简称 C）或逆时针

（anti-clockwise，简称 A），因此
[4+6]分子多面体共有 CCCC、
CCCA、CCAA、CAAA、AAAA
五种异构体。

在此组装过程中，三聚茚
面的二维手性转化为分子多
面体的三维手性，从而形成
了一种全新的手性分子多面
体。

厦门大学

全新手性分子多面体形成

科苑新创

科学智透

近日，同济大学教授张冶
文、陈鸿与英国伦敦大学玛
丽 皇 后 学 院 教 授 陈 晓 东 合
作，首次观察到在零折射率
材 料 中 的 “ 零 多 普 勒 ” 现
象，这一新概念将对雷达等系
统中多普勒频偏的调整提供更
多参考意义。该研究发现已发
表于《科学报告》。

研究人员在左右手传输线
结构构造的零折射率材料中实
现了可控的移动反射面，观察
与研究这一反常的多普勒效

应。在这一实验平台上，零折
射率材料当波源与接收器发生
相对运动时并没有出现任何多
普勒频移现象，这一新的物理现
象被命名为“零多普勒效应”。

由于波在零折射率材料中
奇特传播方式，波在零折射率
材料中的空间分布是等相位等
振幅，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波
传播”，所以“波阵面”在这
里也失去了物理意义，更不存
在波阵面变形，也没有随之而
来的多普勒频移。

同济大学

物理现象“零多普勒效应”首发现

利用电子产品上的距离传
感器，测定儿童眼睛与平板电
脑及手机的距离，当眼睛与屏
幕距离过于靠近时，屏幕上的
画面就变得模糊,以提醒儿童
要保持正确的使用距离。

这 款 名 为“VAGUER”的
预防儿童近视的 APP 是由华南
理工大学学生所设计。其能有
效预防小朋友在玩游戏、看视

频时造成近视等问题。除此之
外，该款 APP 也可以设定使用
时间，当超过设定的使用时间
时，屏幕将会变得模糊，避免小
朋友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据悉，该款 APP 设计在意
大利米兰举行的国际公认的重
要设计赛事、世界十大知名设
计奖项之一的 A’design 国际
设计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华南理工大学

预防儿童近视APP生成

在兼顾高重复频率电脉冲
功率和超短脉冲宽度两方面，
GaAs PCSS 是目前最有希望的
开关器件，在通信、雷达、电
子对抗、电磁武器、激光核聚
变、环境保护、等领域有广泛
应用。用弱光触发 GaAs PCSS
实现这一目标，是国际上普遍
关注的前沿和热点。

近日，西安理工大学科研
团 队 就 利 用 弱 光 （1.6 微 焦 、
脉宽 25.7ns） 触发砷化镓光电
导开关 （GaAs PCSS），实现
幅值 9kV、脉宽 7.3ns 的超快电
脉冲输出，其电脉冲比触发光

脉冲更快，突破了触发激光脉
冲参数对 GaAs PCSS 超快输出
特性的约束，不仅验证了该校
之前提出的光激发电荷畴猝灭
模式，并有望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具有雪崩倍增机制的光电导
太赫兹辐射源。

西安理工大学对该项研究
成果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并在
Nature 子 刊 《Scientific Re-
ports》 期刊以 《Generation of
an ultra- short electrical pulse
with width shorter than the
excitation laser》 为题公开发表
了该研究成果。

西安理工大学

超快光电器件

近日，东华大学纤维材料
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材料学
院王宏志教授领衔的先进功能
材料研究团队在智能可穿戴用
低维材料研究上获得新成果：
利用简便抽滤方法，将氧化石
墨烯、PDA-氧化石墨烯的纳
米片组装成只有微米厚度的

“石墨烯纸”，在温度或光源控
制下，通过纳米层之间水分子
吸附与脱附过程控制，这张

“石墨烯纸”就能在3秒之内迅
速折叠成预设形状，如此反复

就按一定方向贴地爬行。
这类轻质且具有柔性的二

维材料，对微弱环境变化非常
敏感，由此可以“编辑”其形
态，受控产生形态改变，这使得
它们存在多种应用可能性。该
项研究以“基于折纸技术的石
墨烯自折叠驱动装置”为题发
表 在《Science》子 刊《Science
Advances》杂志，哈佛大学与康
奈尔大学相关领域学者对这一
新成果及其应用前景给予高度
评价。 （马海君 整理）

东华大学

“石墨烯纸”有望成可穿戴用低维材料

基于DTS、“网络爬虫”等数据获取方式建立的针灸主题数据仓库，已存储700余种中医针灸古代医籍数
据、117种疾病古代针灸诊疗处方数据及2000多个经外奇穴信息，成都中医药大学探究——

河南农大玉米新品种强势来袭——

玉米妈妈怎么生出“胖儿子”
通讯员 郭治鹏

亩产1096.22公斤，这是什么概念？
“当前我国玉米的平均产量为 400—

500 公斤/亩，这一纪录比全国平均产量
的 2 倍还多。”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彦惠
欣喜地说道。

日前，“豫单9953”玉米新品种摘得
黄淮地区宜机收玉米品种的高产纪录，
引领了玉米品种研发的方向。据悉，这
一玉米新品种在河南农业大学诞生，是
由该校陈彦惠教授主持培育的。

“豫单9953”实验田里露锋芒

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的钜桥镇是
此次测产的 15 亩玉米高产示范方，该地
种植的“豫单 9953”玉米优良新品种，
以绝对的优势在众多玉米品种中表现抢
眼而摘得多项桂冠。

不仅仅是这一地区的实地测产，在
以往各个区域开展的百余项实验中，“豫
单 9953”都吸足了眼球。尤其是在 2015
年国家玉米良种攻关机收品种黄淮海夏
玉米区域试验中，该品种产量居 54 个参
试品种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比全田对
照和临近对照所有试点都增产的品种。

本次测产的高产攻关田上种植的玉
米，河南农业大学仅仅提供了种子，剩
下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当地农民自己完
成，由他们按照正常种植习惯进行管理。

“‘豫单 9953’株高适中，穗位偏
低，抗倒性能强，在5000-5500株/亩密
度条件下，田间植株生长整齐，群体内
外果穗均匀一致，几乎看不到空株和秃
尖，结实性好，收获果穗均匀，籽粒饱
满，高产性能特别突出。”测产专家组组
长、中国农业大学王璞对“豫单 9953”
赞不绝口。

此外，“豫单9953”品种还以收获时
籽粒含水量低、籽粒破损率低、落穗数
低、落粒数低、抗病性强、抗倒伏强及
耐密植等多项优异性状，赢得了专家同
行、种业企业以及农民朋友的欢迎。

今年，河南玉米生长过程中遇到了
高温威胁，很多地区的玉米没能正常授
粉，但“豫单 9953”几乎没有受到影
响，果穗均匀紧密，出籽率达到 90%以
上，脱水率也非常理想，预计在 10 月中
旬能达到最高产量，届时可以实现用籽
粒机收获。

新品种牵动种子生产企业心

“‘豫单 9953’大面积推广后可使
玉米像小麦一样实现籽粒机收，从而推
动玉米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陈彦惠介
绍。

因此，“豫单9953”的研发也成功地牵
动了种子生产企业的心。2016 年该品种
在全国300余个区域实验中的辉煌“战绩”
吸引了国内众多种子生产企业的关注。

国内知名的种子研发和销售企业中
农集团种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虎，
看到“豫单 9953”如此优异的表现后，
难掩心中的激动。

“公司对‘豫单9953’的关注已经很
久了，今年甚至专门派出3个工作组，在全
国8个省（市、区）设立了110个观测点，跟
踪观察该品种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令
人欣喜的是，该品种在各个观测点的表现
都可以称得上优异，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
期，表现出了极强的广适性。”程虎介绍，
下一步，公司还将持续跟踪该品种的实验

情况，及时与专家研讨磋商有关情况，以
期早日将该品种推向市场，惠及更多玉米
产区和农民群众。

“该品种适合机播和机收的性状突
出，对于提高劳动效率，适应规模化种植
要求，实现丰产增收都具有重要意义。未
来进行大面积推广时，如果栽培配套措
施、环境条件和品种间互作等条件适宜，
产量可能还会上升些。”对于“豫单 9953”
的发展前景，王璞信心满满。

研发初衷引领科研方向

对于研发团队来说，“豫单9953”的
研制绝非一夕之功，他们已经为此投入
了8年多的时间。

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黄淮海区域的实
际情况？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宜河南粮食生
产核心区的建设要求？陈彦惠和科研团队
几经分析，最终将目标锁定在“高产、耐密、
适宜籽粒机收”这几个关键词上。

“目前，河南乃至全国玉米生产急需
解决大规模高产籽粒机收品种，这样的

品种有利于农业集约化大规模生产，从
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河
南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玉米生产
要上台阶、上水平，机械化是重要的一
环，而制约玉米机械化收获的重要因素
就是缺少既高产又能适宜机收的品种。”
陈彦惠教授向参加测产现场会的专家领
导、企业代表和新闻媒体介绍“豫单
9953”的品种特点和研发初衷。

事实上，“豫单9953”的选育还有促
进农民丰产增收的重要考量。

“豫单 9953”品种耐密植、抗病性
强、稳产性好、杂交制种产量高，栽培
管理难度低、种植技术要求低，对于减
轻农民群众劳动负担、种植成本有明显
作用。

“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籽粒收获是
我国玉米育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王
璞介绍，随着农村劳动力减少，提高机
械化水平是必由之路，“豫单9953”品种
育成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成为攻克
玉米生产全程机械难题、推动玉米生产
方式转变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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