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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首个失眠

与焦虑障碍诊疗中

心病房“开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高龙）

紧张、焦虑、失眠，

看病吃药一段时间后也老复发，

怎么办？记者获悉，广东首个失眠

与焦虑障碍诊疗中心———广东省

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精神科病房正

式开放， 解决失眠与焦虑障碍不

再只是在门诊与医生聊天、 回家

吃药， 更配备 VR 技术辅助治疗

等新手段，降低失眠复发率。

“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中

国人群中焦虑障碍的患病率为

7.6%， 失眠障碍的患病率约为

12%。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

精神科主任、 主任医师范长河教

授指出， 失眠已不再是老年人的

“专利”， 而且有部分人群往往在

失眠的同时伴有焦虑障碍。 失眠

障碍和焦虑障碍是两大不同的疾

病实体， 但两者具有相似的神经

生物学特点， 临床上经常相伴而

行，“有部分人群两种原因会共同

存在，而且互为因果，就像‘两兄

弟’一样。 ”

失眠和焦虑障碍产生后，都

会存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诱发神

经高唤醒或焦虑反应的条件化现

象， 正是这些条件化现象导致失

眠和焦虑症状反反复复发作，不

能痊愈。促进条件化消退，就可以

极大地提高痊愈率和降低复发

率。 范长河团队首创了 VR 辅助

的条件化消退治疗，他表示，利用

VR 的沉浸式、 交互式和构想式

技术优势, 结合心理学现有放松

训练、音乐治疗、催眠治疗、认知

行为疗法， 可以有效进行心理减

压、情绪调节、缓解疼痛、消除失

眠、调整认知、降低敏化、促进条

件化消退。

同时， 新的 VR 技术的应用

也是对传统的心理治疗方式的一

个很大提升，如行为疗法、认知疗

法、家庭疗法、精神分析法等，都

要在治疗过程中引导患者回忆、

想象。此外，通过 VR 的大型数据

库系统， 长期记录每位患者每一

次的治疗反馈， 以对患者的总体

治疗情况， 尤其是认知改善的时

间进程进行系统分析， 将提升这

类患者的治愈率，降低复发率。

记者了解到， 心理精神科病

房为全开放病房， 主要面向失眠

障碍、焦虑障碍、轻性抑郁、适应

障碍、心理生理障碍、躯体形式障

碍等轻性心理障碍， 提供个体化

整合治疗。同时面向重性抑郁、双

相障碍、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

特别是为早期重性精神障碍的患

者提供个性化干预和优化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白恬 胡骐冰 吴凯茵）

早产儿肺部发育

未成熟， 是导致死亡最大的问题之一，

胎肺成熟度的评估因此成为预测风险

的关键。 相比原有羊水穿刺检测技术有

流产风险而难以被孕妇接受，11 月 30

日，国内首家母胎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

验室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揭

牌成立，将开展“早期、快速、无创”的胎

肺成熟度风险评估和自发性早产风险

评估项目。 这意味着，有早产风险的高

危孕产妇只需做个 B 超，借助人工智能

大数据的分析便能预测宫内胎儿的肺

部发育程度，提前进行干预防治。

准确率超90%，无创检测胎肺成熟度

早产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主因之

一，也是继肺炎之后导致 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大多数早产儿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肺部发育不成熟，出现

呼吸窘迫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威胁新

生儿生命。 对于妊娠高血压疾病控制不

理想、妊娠期糖尿病、胎盘植入、胎儿异

常等需提前终止妊娠的高危孕产妇而

言，在终止妊娠前，进行胎肺成熟度预

测，判断胎儿肺部发育情况，对降低母

体和新生儿并发症的发生，提高胎儿存

活率有着积极作用。 然而，原有检测胎

肺成熟度的羊水穿刺技术，却并不受孕

妇“青睐”。 广医三院广州重症孕产妇救

治中心主任陈敦金教授解释，羊膜腔穿

刺术即直接抽取羊水， 属于有创操作，

有一定的流产和感染风险。

对此，陈敦金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无创胎肺成熟度风险评估正式引进，针

对有早产风险的高危孕产妇开展，可直

接通过 B超获取孕产妇宫颈超声图形，上

传到实验室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及 BCNatal

临床医学系统， 借助大数据后台进行一系

列多层计算和定量纹理分析， 检测胎儿肺

组织成分的差异， 从而得出对胎肺成熟度

的评估结果，为临床医生进行预防与干

预、决策是否进行促肺成熟治疗、决策

分娩时机等提供有效依据。

陈敦金表示，该技术的检测准确率

超 90%，对有早产表现、妊娠合并内科

系统性疾病尤其合并糖尿病的孕妇有

重要意义。

实验室将继续开展早产风险评

估项目

这也是广东省第一个基于人工智

能在母胎健康临床应用的创新智慧医

疗项目。 来自西班牙的母胎医学专家

Gratacos 说， 母胎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

验室开展的人工智能自发性早产预测

项目属于非侵入性检查，通过 B 超检查

胎肺成熟度，其操作具有无创性和可重

复性， 临床医生与患者都易于接受，这

也是目前针对母胎最为安全的检查方

式。

陈敦金介绍，未来，人工智能母胎

医学实验室除了胎肺成熟度风险评估，

还将开展自发性早产风险评估项目，识

别高危产妇， 给予及时的干预和治疗，

降低早产发生率，避免胎儿出生后可能

面临的多种并发症。 与此同时，针对不

同的孕妇，开展个性化的精准治疗。

母胎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落户广州

只需做个B超，即可预测早产风险

马拉松赛事越来越多

你的小心脏准备好了吗？

天气渐冷，近段时间猝死的新闻频

见报端，而明星高以翔心源性猝死更是

引发民众对该疾病的关注。 如何预防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减少猝死风险？ 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党委书记、心血管

内科主任王景峰建议，提倡健康的生活

方式、适量运动，控制好血压、血脂，是

较好的应对方法。 最近一段时间将有一

系列的马拉松赛事， 选手参与赛事，最

好加强体检，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

适合。 同时，运动中如有不适，应立即中

止。 一旦发生心跳停止的意外，应立刻

进行心肺复苏，挽救生命。

心脏猝死预防研究已启动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由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及广东省胸痛中心

主办，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

等多家单位和学术团体支持的第 12 届

逸仙国际心血管病论坛在广州召开，来

自国内外约 1300 名心血管领域专家学

者参加了会议。 据悉，心血管疾病是全

球的头号死因。 2016 年，估计有 1790 万

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球死亡总数的

31％。 其中，85%死于心脏病和卒中。

如何更好地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救

治病患？ 王景峰表示，心血管疾病中的

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率失常等

都严重影响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心血

管疾病的死亡率位居第一，超过所有肿

瘤导致的死亡的总和。 ”因此，逸仙国际

心血管病论坛已坚持举办了 12 个年

头，拟与国内外心血管专家强强联合对

抗全球健康的“头号杀手”。 自 2008 年

以来，每年大会都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心

血管病专家交流讲学，展示心血管病临

床防治和基础研究方面的新成就，介绍

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和转化医学领域

研究的新进展。 针对近期市民关注的猝

死，王景峰介绍，目前其所在医院正联

合其他 4 家医院进行心脏猝死预防的

研究，以便对高危人群进行预警。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心血

管疾病方面的疑难杂症也将有更好的

治疗。 王景峰介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是全国第一家对疑难心血管病

采用多学科会诊（MDT） 模式的医院。

“我们是全国少数独立开展经导管主动

脉瓣置换术（TAVR）的单位之一，已建

立了成熟的手术团队，在该领域积累了

丰富经验。 ”

王景峰介绍，TAVR 手术通常在大

腿根部股动脉开一个 2~3 毫米的切口，

通过导管将特制的人工瓣膜沿着动脉

输送到病变的主动脉瓣位置，替换病变

的主动脉瓣膜。 TAVR 疗效与传统的开

胸手术相同， 但无需开胸和体外循环，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独特优势，特别

适用于高龄或合并其他疾病等不适宜

开胸的患者。

“跑马”并非大众都适合

进入 12 月， 国内众多城市陆续有

马拉松赛事，跑马热度逐年增加，越来

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

其中，但跑马猝死现象

时有发生。 面对马拉松

极限运动，参与的选手

该如何预防发生意外？

对此，王景峰称，跑马

的选手应加强体检，体

检可以帮助选手了解

自己的身体状况，尤其

是要重点进行心脏检查， 以掌握自

己是否适宜参与此类赛事。

但需要提醒的是， 即使是体检

完全正常，也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 王

景峰表示，一些有家族病史的人，即家

人中有突然离世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

等，不提倡参与马拉松赛事。 同时，既往

有过心脏病史现在恢复了，也不适合参

与。 对于冠心病、高血压患者来说，需要

运动，但运动要适可而止，不宜激烈。 此

外，有条件的选手，参赛前加强体检。 开

始跑马后， 要密切注意自己的身体状

况，一旦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不能强

撑。

一旦发生心跳停止，需立即进行心

肺复苏。 王景峰介绍，“在有条件的地方

应配置 AED 除颤器， 但前提是使用除

颤器的人员需要培训，能够对病人做出

判断是否适合除颤。 如果倒地的是脑干

出血， 仍然有心跳的病患则不适合，贸

然使用除颤器会适得其反。 ”因此，在目

前条件下，普及大众的心肺复苏能力是

非常有必要的。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张阳 陈煜阳 刘驰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