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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管理模式推动智慧医疗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今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通报表扬 2018 -2020 年改善医疗
服务先进典型 ，我省太和县人民医
院医学装备科 （器械库 ）凭借耗材
SPD 管理模式的应用获 “以 ‘互联
网+ ’为手段 ，建设智慧医院 ”先进
典型科室。 什么是 SPD 管理模式 ？
它又是如何成为智慧医院建设中
的得力助手？ 记者近日走访了相关
部门和企业。

随着新医改政策的逐步深入 ，
医疗机构在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安全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的
同时 ，还需响应 “零加成 ” “集中采
购 ” “两票制 ”等医改政策 ，以提高
后勤管理能力和服务效率。 在政策
及医用物资管理市场等因素驱动
的综合环境下 ，医用物资 SPD 管理
模式顺势而生。

SPD 是 Supply、Processing、Dis鄄
tribution 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写字母，
代表供应 、加工 、配送 ，即以中央集
中化与外包方式， 按终端实际应用
单位将药品、器械耗材、试剂或其他
医疗用品及时提供至终端使用场
所， 从而减轻诊疗现场库存管理业
务量及库存周转环节， 实现医疗用
品的一元化、精细化、效率化管理。

太和县人民医院 SPD 建设 ，对
库房进行标准化改造、分级管理。 目
前， 该院库存周转天数减少一半，平
均入库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平均出库时间缩短到原来的四分之
一，库房盘点时间只有原来的三分之
一左右；器械科、消毒供应室各节约
了 5 个人的人力成本，手术室库管员
由 2 人转变为 1 名 SPD 服务人员 ，
中心库配置专业服务人员，负责耗材
出入库、库存管理等服务工作。如今，
每天各科室材料管理占用护士长时
间缩短为 2 小时，相当于每月只占用
4 个工作日，极大程度帮医护节约时
间成本。

“SPD 模式在保障医院医用耗
材供应及时、安全的同时，显著降低
了医院管理的各方面成本， 提升了
医院整体运营效率； 解放了医护和
耗材管理人员， 使其回归一线服务
本职工作。 ”国内医用物资管理 SPD
龙头企业、 坐落在合肥市高新区的
国医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6
月 12 日，该公司刚刚获得由安徽省
政府支持的、 以财政性资金为引导
的安徽铁路基金独家投资的 B+轮
融资，金额为 1.2 亿元，将主要用于
产品研发、项目建设等，推动 SPD 更
好地服务于医改， 促进医院高质量
发展。

实现油性基质中
百草枯快速检测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健康所杨良保研究
员课题组在油性基质中毒物表面增
强拉曼光谱（SERS）快速检测方面取
得新进展，实现了对油性基质中毒物
百草枯、敌草快的快速检测。

近年来， 在油性基质中投毒案
件时有发生 ， 而油性基质成分复
杂 ，难以对其中的毒物进行快速直
接的检测。 目前对于油性基质中物
质的检测 ，大多需要依靠大型检测
分析仪器和独特的萃取剂对样品
进行前处理。

在本项工作中，研究人员应用乙
醇等溶剂去除油性基质中的杂质，同
时利用其低表面张力使得溶剂分子
带着目标毒物靠近 SERS 基底表面，
进而促进目标物进入 SERS 基底的
热点区域， 结合手持式拉曼光谱仪，
对几种常见厨余油性基质中百草枯
和敌草快进行 SERS 检测，灵敏度分
别可达 10ppb （ppb： 十亿分之一）、
100ppb，标准偏差为 7%，表明本方法
具备较好的灵敏度和重复性。该方法
为中毒突发事件快速检测难题提供
了解决方案。

糖尿病患者喝粥有讲究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本报通讯员 徐慧康

得了糖尿病，难道就不能喝美味
的米粥了吗？食用米粥对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水平到底有多大影响？安徽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丁雷为“糖友们”支招。

“首先我们要认识血糖生成指数
（GI）的概念。 GI 是表示含 50g 碳水
化合物的食物升高血糖的效应与含
50g 葡萄糖标准食品升高血糖效应
之比，它能确切地反映食物摄入后人
体的餐后血糖状况。 ” 丁雷分析，高
GI 的食物进入胃肠后消化快、 吸收
率高，血糖升高迅速；低 GI 食物进入
胃肠后消化慢、吸收率低，血糖升高
迟缓。 研究表明，血糖生成指数与胰
岛素抵抗、 糖尿病具有一定的关系，
摄入过多的高 GI 食物能够增加 2 型
糖尿病患病风险。

不少糖友会问到：“低 GI 食物我
们可以随意吃， 高 GI 食物就不能吃
吗？ ”答案是否定的。 研究显示，血糖
生成指数只能反映某种食物转变为
葡萄糖的速度，并不能反映食物升高
血糖的真实水平。 “因此， 仅仅考虑
GI 值并不能全面评价食物引起血糖
升高的能力， 还需要了解血糖负荷

（glucose load，GL）的概念。 ”丁雷说。
血糖负荷 （GL）是将碳水化合

物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 ，表示一
定重量的食物对人体血糖影响程
度的大小 ，可以计算成食物中含有
的碳水化合物与升糖指数的乘积
除以 100。食物 GL 分为三级，高 GL
为 GL≥20， 对血糖影响明显 ；中
GL 为 11 至 19， 对血糖影响一般 ；
低 GL 为 GL≤10， 对血糖影响较
小。 米粥的血糖负荷为 6.9，是低血
糖负荷食物 ， 对血糖的影响有限 。
同时 ，食物制作方式也会影响血糖
升高的速度及幅度 ，米粥熬煮的时
间越长 ， 血糖生成指数就越高 ，对
血糖影响越大。

专家表示，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
米粥的，但糖尿病患者吃米粥时必须
遵循以下几点：米粥煮的时间不要太
长，粥熬得越烂，糊化程度越高，血糖
生成指数越高，血糖升高越快；熬粥
的时候不要只放细粮，要适当多加一
些粗粮，比如糙米、全麦、玉米、小米、
黑米 、大麦 、燕麦 、荞麦以及各种杂
豆；米粥要慢慢地喝，尽量延长喝粥
的时间，避免血糖迅速升高；不要早
上喝粥，因为早餐后是人体血糖最高
的时间。

照亮人类未来能源梦想

灵芝酸 T抗癌辐射
增敏机制获证实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日，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所离子束生物
中心黄青研究员课题组在灵芝酸辐
射增敏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研究发
现灵芝酸 T 可以通过促进癌细胞由
凋亡转变为程序性坏死增加辐射敏
感性，并揭示了其机制，相关研究结
果发表在生物毒理研究的专业期刊
《毒理学研究》上。

灵芝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已有
两千多年的药用历史，具有多种药用
价值，其中灵芝酸是灵芝中具有抗肿
瘤、抑制细胞增殖等作用的重要药理
成分。 灵芝酸有多种类型，它们在辐
射条件下是否具有增敏效应，以及可
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有

待研究阐明。 近年来，黄青课题组一
直开展灵芝育种、功能开发和抗癌机
理研究。 该研究主要围绕灵芝酸 T
对癌细胞的辐射增敏作用机制进行，
结果发现， 灵芝酸 T 在 γ 辐射条件
下不仅能诱导癌细胞凋亡，而且能诱
导其程序性坏死；随着灵芝酸 T 浓度
的增加，细胞死亡状态会由凋亡逐渐
转向程序性坏死。 研究还发现，灵芝
酸 T 可以增加辐射敏感性，可以诱导
细胞凋亡和坏死。

该研究不仅对灵芝酸 T 的放射
增敏作用途径和机制有了一定的认
识，而且为中药或天然产物作为肿瘤
放射治疗中有效的放射增敏佐剂的
研究和开发提供了新方向。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5 月 28 日，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取得新突破，成功实现可重复的 1.2 亿摄氏
度 101 秒和 1.6 亿摄氏度 20 秒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托卡马克实验装置运行新的世界纪录。

地球万物生长所依赖的光和热，源于太阳核聚变反应后释放的能量。几十亿年来，太阳通过核聚变，不断地向
外辐射着能量。而支撑这种聚变反应的燃料氘，在地球上的储量极其丰富，足够人类利用上百亿年。如何模仿这一
原理，建造一个源源不断提供清洁能源的“人造太阳”，让人类能够彻底实现能源自由呢？如今随着 “人造太阳”技
术不断取得进展，人类的聚变梦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

“核聚变能”掀起能源革命

说起核聚变，了解的人可能不多。 但实际
上，我们天天见证着核聚变，太阳就是一个巨
大的核聚变反应装置。 在太阳的中心，温度高
达 1500 万摄氏度，气压达 3000 多亿个标准大
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核聚
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几十亿年来，
太阳通过核聚变， 不断地向外辐射着能量，照
耀着大地。

核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现，主要
通过裂变、聚变、衰变三种方式释放能量。 其
中，原子弹、核电站均采用的是核裂变技术，核
电的广泛利用已深刻影响到当今世界能源版
图。“核聚变能就是模仿太阳的原理，使两个较
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并释放
巨大能量。”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元熙介绍。1952
年，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之后，人类制造核聚
变反应成为现实，虽然那只是不可控的瞬间爆
炸，但点燃了人类安全利用这一巨大能量的梦
想。 从那时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就一直在
寻找途径，力求实现可以控制的核聚变能。 全
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就是人类为实现这
一梦想而建造的试验平台。

核聚变能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这是
由于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 ”中科院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国盛说。 当前，全球依
赖的主要能源是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
这些传统能源不仅会造成污染，而且终有被耗
尽的一天。 核聚变的燃料氘在海水中大量存
在，每升海水中含 30 毫克氘，完全聚变所释放
的能量，相当于燃烧 340 升汽油；地球上仅海
水中就含有 45 万亿吨氘， 足够人类使用上百
亿年，比太阳的寿命还要长。 聚变需要的另一
种燃料是锂， 地球上锂的储量约有 2000 多亿
吨，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986 年，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
漏事故，曾造成数万人死亡，至今仍让人心有
余悸。“与核裂变不同的是，核聚变的燃料和产
物不具放射性，而且很容易通过取消核反应条
件终止反应，因此不存在失控、核泄漏及核废
料等安全问题。 ”徐国盛表示。 此外，核聚变能
还是一种清洁能源，并不会像燃烧化石燃料那
样释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

一亿度高温如何承载

制造 “人造太阳” 面临一个突出的现实问
题：用什么容器来承载核聚变？要在地球上利用
核聚变能量， 在人工控制条件下等离子体的离
子温度需达到 1 亿摄氏度以上。 而目前地球上
最耐高温的金属材料钨的熔化温度是 3000 多
摄氏度。这意味着，找不到盛装如此高温等离子
体的容器。

徐国盛介绍， 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
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 第一，极高的温度。 氘核
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 温度须达到 1 亿摄
氏度以上。 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
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在如此高温下，物质已全
部电离，形成高温等离子体。也只有在这样的高
温下，聚变物质氘和氚才能高效发生核聚变，释
放出巨大的能量，同时消耗的能量相对较少。也
就是说， 可以用较少的能量消耗获取最大的聚
变能供人类使用。 第二，充分的约束。 即将高温
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 以便充分地
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当等离子
体温度上升到几千万甚至上亿摄氏度时， 任何
固体材料都将熔毁。因此，需要用特殊形态的磁
场把由氘、 氚等原子核及自由电子组成的一定
密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约束在有限体积内， 使之
脱离器壁并限制其热导， 这是实现受控热核聚
变的重要条件。

“打个比方，我们就是用一个‘磁笼子’来装
上亿摄氏度高温的等离子体， 这个磁约束难度
很大，不过我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徐国盛说，
“2008 年 3 月超导托卡马克物理实验连续重复
实现了长达 400 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 电子
温度超过 1000 万摄氏度 ，2016 年等离子体中
心温度达到 5000 万摄氏度，2017 年达到 8000
万摄氏度，2018 年我们达到了 1 亿摄氏度，并
持续了 20 秒！ 现在我们又成功实现可重复的
1.2 亿摄氏度 101 秒和 1.6 亿摄氏度 20 秒等离
子体运行！ ”

1.2亿摄氏度燃烧 101秒———

人造太阳

红外光控释农药研发
取得重要进展

近期，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所吴正岩和
张嘉团队与东华大学蔡冬清教授合作在光响
应农药控释系统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
已被农业领域核心期刊接收发表。该成果为控
制农药流失、提高农药利用率提供了一种新途
径，在实现农药减施增效、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影报道

荩 6月 10日，科研人员向植物喷洒控释材料。

▲ 6 月 10 日，科研人员查看添加控释材料之后农药经红
外灯照射的变化。

题图：：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全超导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EAASSTT））内部进行升级改造。。

本报记者 徐旻昊 徐国康 摄

我们离实现核聚变目

标还有多远

1.2 亿摄氏度高温实现了，百秒量级的高温
等离子体放电也实现了， 意味着我们初步攻破
了挡在热核聚变路上的一些难关， 但离人类最
终实现聚变能的商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
聚变堆中核聚变的优化温度在 1 亿到 2 亿摄氏
度左右，在这个温度环境下，聚变物质可以高效
发生核聚变，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聚变能。

虽然高温等离子体被强大的磁场像 “磁笼
子”一样约束在环形真空装置中，短时间不会对
核聚变实验装置的外壁造成损害，但时间一长，
这种损害就不可避免。 因为等离子体中不断有
大量能量输运出来，沉积到器壁的内表面。 “如
何让器壁的内表面长时间耐受这种高能量的轰
击， 让核聚变装置实现等离子体高温高约束下
的长久运行是我们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也是我
们接下来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徐国盛说，“其实
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探索，比如 2017
年， 我们在物理实验中实现了稳定的 101.2 秒
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 当时的等离
子体温度是 5000 万摄氏度，我们的器壁耐受住
了考验，现在我们实现了 1.2 亿摄氏度的高温，
并且持续了 101 秒，器壁也耐受住了考验！然而
这只是短时间的考验， 未来我们要达到更长时
间的高温等离子体运行，就不仅要在工程上，而
且要在物理机制上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从而
实现聚变装置在高温高约束下的长久运行。 ”

目前，由欧盟、美、日、俄、中、韩、印七方共
同承担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是
全球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之一。 徐国盛表示，EAST（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实验装置）虽然规模比 ITER 小 ，但 EAST
使用了与 ITER 类似的先进技术。 更为重要的
是 ，EAST 至少比 ITER 早投入实验运行 10 年
至 15 年，将为 ITER 计划积累宝贵经验。

为了加快核聚变能的早日商用 ，2018 年
初，我国启动了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建
设的工程设计， 并在合肥三十岗建设聚变堆主
机关键系统综合性研究设施。 作为聚变堆的研
发平台， 该设施将主要研发聚变堆关键部件的
原型件及其测试平台。 “从 EAST 实验装置到中
国聚变工程实验堆，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
人类之前没有做过的。 我相信，假以时日，科研
人员一定能逐步解决未来聚变堆核心科学和技
术问题，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聚变能造
福人类。 ”徐国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