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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合作邀请函市级媒体《常州晚报》承接个人、个体和单位证
件（公章、票据等）遗失、公告声明、招租转让、商务便民等信息登报
服务。有渠道资源的代帐企业和其他业界同行,可以洽谈合作,具体
合作细节面议,提供样报、收款发票和快递寄送,以及刊后查询等事
宜服务,解决您后顾之忧。合作咨询电话:0519-86685553

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便民信息
综合信息地址：常州市北大街大庙弄2号新闻大厦南楼807室 电话：0519-8668555313685263567

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楼311室 电话：0519-8667799313775616318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单 张 订 单 不 满 50元 加 收 3元 送 餐 费
为保证产品质量，路程较远的地方暂不供应。

4008800400 88811711
www.lihua.com

凉面30元/份
限量供应 先到先得

遗失声明

厂家直供：墙地砖、木门、橱柜、
地板、卫浴、集成吊顶、大理石、
移门、衣柜、五金等全屋主材。

298/m2，精装主材搬回家
欢迎参观施工现场水电、瓦工、木工、油漆及完工或入住工程

装 饰 钜 惠
完工付款，品质保证，各新旧小区“半包、全包样板工程”特惠火热征集中……

60-70平米精装半包22800元
80-90平米精装半包28800元
100-110平米精装半包31800元
120-130平米精装半包35800元
公司地址：九洲环宇商务广场 905（火车站旁）
24h咨询电话：13813584123免费量房、免费报价、免费设计

报喜鸟装饰

装饰信息

�常州慕槿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
再继续使用

�常州慕槿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常州慕槿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私章
（徐露）一枚，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注 销 公 告
常州大伟清洗保洁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3204113309446881）
于2019年8月21日经
股东决定，即日起注销，
请债权人见报日起45
日内向本有限公司申报
债权，逾期作放弃处理。

特此公告。
常州大伟清洗保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钟楼区北港俊创通讯
器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320404600633971，副 本 编
号：320404000201610210146，
声明作废

�蒋弘遗失江苏省地方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1张，发
票号码：06905668，金额：
36000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常州分公司交强
险保单第三联，流水
号：32001900986430，声
明作废

�常州润徽电子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320404000006635，正 本 编
号:320404000201110110086S，
副 本 编 号:
320404000201110110105S，声
明作废

未来孕育在过去，萌生于现
在。像混合现实、肠道微生态、
康复机器人、3D 打印、时差成像
技术等“黑科技”在常州的一些
医院和公司已初见端倪。这些
科技力量通过提供强大工具、数
据和解决方案来更新对健康的
认知，革新医疗的面貌。

如何将“常乐之州”打造成
“健康之城”？当医疗拥抱科技，
常州就会遇“健”未来。

混合现实技术，让医
生拥有高维度“透视眼”

常州一院脊柱外科副主任
仇胥斌戴着 MR 眼镜，患者皮
肤下的肌肉、脊椎、血管和神经
就以 3D 影像呈现眼前，和真实
的病灶完全叠加在一起，全部
透明化清晰可见。手术在 3 小
时内完成，比往常减少了 40 分
钟⋯⋯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镜
头，而是常州一院率先在国内开
展混合现实技术引导下为一位
14 岁少女实施脊柱侧弯矫形手
术的场景。

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简
称 MR）技术是在现实场景里加
入虚拟数字画面，在虚拟世界、现
实世界和用户之间搭起一个交互
反馈的信息回路，以增强用户体
验的真实感。术前通过技术手段
读取病人的 CT、核磁共振、X 光
等原始数据，在此基础上生成病
灶的 3D 模型并载入 MR 设备。
3D 模型不但可以从任意角度浏
览、缩放、调节亮度与对比度，还
能隐藏与透明化各种组织。

MR 结合了 AR 和 VR 技术
的优势，是未来的趋势。“全院面

对新技术的态度就是积极拥抱，
我们不害怕科技对医学旧体系
的冲击。”仇胥斌说，在临床中实
践这项技术，常州一院不仅在全
国是最早一批医院之一，而且探
索深度与全国少数几家顶级医
院相当，目前使用MR的手术已
经累积了40余例。

仇胥斌说，10 年前，腹腔镜
技术让肝胆外科、胃肠外科、泌
尿外科等科室的治疗方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 5 年来，

“微创”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手术
切口变小的同时牺牲了医生的
部分可视性，有时就需要数字导
航系统等辅助设备来成为医生
的“另一双眼”。但在遇到复杂
的手术情况下，这些技术显然还
是达不到临床需求。

“精准”“安全”“有效”近年
来愈加获得医患双方的重视。
MR 使医生在不扩大手术切口
的情况下，获取肉眼看不到的内
部器官的视觉和空间信息，所有
的“雷区”都清晰可见，把手术的
危险系数进一步降低。“借助于
MR，医生拥有高维度‘透视’
手术区域的工具，手术的精确
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均得到更大
的提升。”仇胥斌说。

未来，混合现实技术不仅可
广泛使用在外科手术中，也可以
应用于康复医学、远程会诊等领
域，从手术扩展到门诊诊断、住院
病房、健康体检等全医疗过程，打
造全景混合现实医院生态。

肠道微生态研究，
治疗多种疾病的新视角

“粪菌移植”（Fecal micro-

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是
指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
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重建新的
肠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
病的治疗。

这个听起来“重口味”的研
究，其实已在我市扎根一年有余
了。

2018 年 5 月常州二院率先
在全国筹建了“微生态研究与诊
疗中心”，建立了现代标准化粪
菌制备 GMP 实验室，同时成立
多学科联合的专业医疗团队，包
括内分泌代谢科、消化科、神经
内科、肿瘤科以及皮肤科等学科
专家，正式开展标准化粪菌移植
治疗临床疾病的新技术工作。

常州二院肠道微生物治疗
中心主任鄢新民告诉记者：“肠
道微生态研究与诊疗中心已在
常州二院阳湖院区设立专病门
诊。截止目前，治疗住院病人
60 余例，主要集中在肥胖症、初
发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重度
失眠、便秘、帕金森病和肿瘤，所
有病人均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治
疗效果。”

鄢新民表示，粪菌移植的诊
疗范围除了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消化道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
外，还应用于脑肠轴相关神经内
科和肿瘤等相关疾病。未来，随
着肠道微生态研究的深入，与肠
道菌群失调有关的抑郁症、自闭
症等精神系统疾病的治疗也有
望突破。

康复机器人，让患
者恢复自主行走能力

每年，全世界有大量新增脑

卒中、脑损伤、脊髓损伤的患者，
这些疾病往往引发了患者肢体
运动功能的丧失及相关并发症，
康复机器人的诞生有效改善了
这些患者的痛苦。

在常州，钱璟康复一直致力
于康复机器人的研发和市场化，
旗下子公司璟和机器人的产品
中心总监何雷告诉记者，大脑的
神经可塑性原理是机器人训练
的理论基础，运动疗法是康复的
核心疗法之一，通过每天大量的
标准动作重复训练，能够帮助患
者“想起来”这个动作，重新建立
起协调运动模式。

康复机器人上装了大量的
传感器，可以实时检测人体的
运动状态，并通过人工智能的
算法预测人体的意图，是走快
还是走慢，想迈左腿还是右腿，
想走还是想停等，用于控制机
械腿。从而使原本无法站立行
走的人，通过行走训练促进神
经康复，使患者逐步恢复自主
行走能力。

为了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
璟和进一步升级了康复机器人，
加入了 AT+IOT（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技术，针对设备管理进
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
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设备
运行等管理。

何雷表示，康复机器人的趋
势是柔性外骨骼和脑机接口，通
过体感技术无需借助任何控制
设备，可以直接使用肢体动作与
数字设备和环境互动，随心所欲
地操控身体。

3D 打印技术，打印
出你的器官

多年前存在于电影里的 3D
打印技术，现已经在常州二院得
以成熟应用。今年 3 月，市二院
大外科主任徐南伟就利用3D打
印技术成功完成了一例高难度
的颈椎椎管内肿瘤手术。他用
3D 打印技术模拟出肿瘤与周围
骨质、血管、神经的关系，考虑到
术中术后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及紧急预案，并做了一系列准
备，以确保第一时间处理术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

未来，随着 3D 打印技术在
再生医学领域的运用，科学家开
拓出进行体外器官构建的新途
径——3D 生物打印，人体所有
器官都可以打印出来，让器官移
植不再是漫长的等待。

时差成像技术，揭
示生命起源的技术

“在过去的十多年内，使用传
统胚胎质量评估方法，试管婴儿妊
娠率一直维持在接近6成的水平，
达到了瓶颈。”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一院钟楼院区胚胎实验室负责人
王宇峰说，他们在2017年下半年
引进并使用了胚胎时差成像技术
后，采用该技术已经完成病例近
300例，单次胚胎移植妊娠率比传
统方法提高了5-7%以上。

王宇峰说，传统胚胎质量的
评估，医生需要每天选取特定的
时间点，将胚胎从培养箱中取
出，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记录
和评分，全依靠胚胎师的经验，
相对来说具有较大的主观性。
同时，多次从培养箱中取出胚胎
进行观察，温度、湿度、气压和空
气成分的变化对胚胎的成长具
有负面的影响。

胚 胎 时 差 成 像（Time-
Lapse Imaging,TLI）技术是指在
培养箱内安装内置摄像装置，聚
焦每一枚胚胎，每隔一定时间进
行自动拍摄。“它最短能每 3 秒
记录一次胚胎的发育情况，完整
精确地记录胚胎发育的全过程，
是一种新的无创胚胎质量评估
体系。”王宇峰介绍说，通过 TLI
技术可以观察胚胎的动态发育
过程，通过对技术参数的研究、
挖掘来揭示人类生命开始最早
数日的生长规律，为临床提供决
策依据，增加试管婴儿妊娠率，
降低流产率，真正造福不孕患
者。

赵霅煜 汤怡晨 文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混合现实、肠道微生态、康复机器人、3D打印、时差成像技术⋯⋯这些“黑科技”已照进现实

医疗拥抱科技，常州遇“健”未来

二院大外科主任徐南伟曾在
一例复杂的手术中用过 3D 打印
技术

把胚胎放入培养箱内，就可以通过TLI技术观察胚胎的动态发育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