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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30年来首起成功案例

男子心脏罕见脓瘤治愈
据该名陈姓病患的主治医生透露，医生起初怀疑他患有心
脏病，但在进一步检查后，才赫然发现他的心脏不知何故
被一种妇幼科常见的无乳链球菌感染，导致心脏内部长出
脓瘤。另外，由于脓瘤位于心脏后侧，导致心脏壁的厚度
从正常的一厘米减少至三毫米，随时有爆裂的致命危险。
左心房

左心室
脓瘤

脊椎

陈姓男子的这张磁共振影像显示，他心脏内部、靠近
脊椎的这颗脓瘤（红圈处）在清除脓液后，被来自左
心房的血液灌满成为一颗血瘤，体积也因此不断加
大，导致心脏壁不断被挤压而变薄，随时有破裂大出
血的致命危险。（国大心脏中心提供）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一名本地华族男子的心脏内部长出
一颗罕见脓瘤，若不及时进行手术，这
颗体积不断增长的瘤随时有可能撑破心
脏壁，并引发大出血，男子三分钟内必
死无疑。
所幸，他在得知病情严重性后，积
极与医疗团队合作，得以在“最后一分
钟”进行这项高风险手术。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病情在全球范
围内也属少见，被正式记录在案的两起
类似病例出现在美国，分别发生在1977
年和1981年，其中一名病人死亡，另一
人的情况则未被跟进。因此，这名本地

男子相信是过去30多年来，治疗和康复
过程最成功的一起案例。
这名52岁的陈姓患者不愿受访，不
过据主治医生透露，他今年5月与家人
从泰国曼谷度假回来后，感觉身体非常
不适，出现气短、胸口不适和发烧等症
状。他到国大医院就医后，医生起初怀
疑他患有心脏病，但在进一步检查后，
才赫然发现他的心脏不知何故被一种妇
幼科常见的无乳链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感染，导致心脏内部长出脓
瘤，体积最大时有如一颗高尔夫球。
国大心脏中心顾问医生许丕评昨天
受访时说，这名病人的健康状况非常良
好，甚至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症状，
但一个成年男子的心脏感染到这种细菌

的情况非常罕见，因此是一个值得去研
究的谜团。
负责传染病学的副顾问医生纳尔斯
则指出，这种病毒较常见于人们肠胃
和女性生殖系统中，但也有可能从吃下
的食物传染，或从感染了病菌的肠胃转
移。
陈姓患者在得知病情后，最先选择
了六个星期的抗生素疗程，这期间，脓
瘤中的大部分脓液被成功清除。然而，
在进行多次磁共振（MRI）后，医生却
发现，这个“空囊”体积越来越大。

脓瘤连接左心房形成血瘤
许丕评说：“我们后来发现，脓瘤
原来连接着左心房，因此脓液被排出
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心脏本身的血
液，并成为一颗‘血瘤’，这时，它好
像一个气球，不断在充气，而且以位置
来说有非常高的难度，因为它被心脏中
的重要血管团团包围。”
另外，由于脓瘤位于心脏后侧，这
颗不断增长的新“血瘤”开始挤压心脏
壁，导致心脏壁的厚度从正常的一厘米

减至三毫米，随时有爆裂的致命危险。
在医疗团队的建议下，陈姓男子在
6月份进行了手术。
为患者主刀的心胸血管外科高级
顾问医生科菲迪斯副教授（Theodoros
Kofidis）透露，病人的情况其实已非常
紧急，在最后一次磁共振后，医生发现
血瘤仍不断在长大，第二天便决定为他
开刀，而手术中的一个无意发现，又让
医疗团队捏了一把冷汗。
科菲迪斯说：“我把血瘤处理好
后，想顺便看看心脏壁被挤压的情况，
没想到把心脏翻过来后，发现心脏后面
充满了血。我们那时才发现，原来血瘤
已经爆开，只是幸运地被薄薄地一层心
脏壁包住，没有流出心脏外。若再晚24
小时开刀，他可能就没命了。”
他说，医疗团队在完全没有参考资
料的情况下，凭借精湛技术和团队合作
攻克这个罕见病症，协助患者康复，令
人感到很自豪。
约两个半小时的手术非常顺利，据
了解，陈姓男子目前已完全康复，回归
正常生活。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下修全球航空业展望
黄顺杰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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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油价受叙利亚局势影响而波动的背
景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昨天首次下修今年度
的全球航空业展望，预计航空业今年将获利117
亿美元（约146亿新元），比之前预期的127亿美
元下调近8％。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简称IATA）昨天发布航空
业季度性展望报告。代表全球约八成，或240家
航空公司的IATA，每一季都会把各种近期经济
和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然后更新全年数据。
IATA去年底预期今年的盈利将是84亿元。
随着全球经济持续改善及载客率激增，IATA在
今年3月首次上调预期至106亿美元，接着再于6
月进一步调高至127亿美元。不过，在昨天发布
的报告中，该协会首次下修预期盈利。去年，
全球航空业共获利76亿美元。

受叙利亚局势及新兴经济体表现影响
IATA总干事兼总裁汤彦麟（Tony Tyler）表
示，这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局势仍然不稳定，而
国际油价也依旧居高不下，影响市场需求。另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巴西的经济表现
也未如预期理想，连带影响今年的全球航空业
展望。
汤彦麟说：“整体来看，全球航空业展望
大致理想。虽然盈利情况继续保持稳健步伐，
但我们还是碰上一些障碍；货运量未如预期般
增长，新兴市场的发展也放缓，而国际油价上
涨也影响需求。不过，我们还是对今年的整体
展望保持乐观，而明年的预期获利或比去年高
出超过一倍。”
IATA预计，今年下来的布兰特原油将为每
桶平均约109美元，比先前预估高出1美元。至
于飞机燃油价格的波动则会趋缓，每桶平均约
126.4美元，比之前估计低了1美元。
若按区域来看，北美航空业者今年预计能
获利49亿美元（上调5亿美元）、欧洲业者达17
亿美元（上调1亿美元）、中东业者达16亿美元
（上调1亿美元）、拉丁美洲业者保持不变，达
6亿美元、亚太区业者为31亿美元（下调15亿美
元），而非洲业者将亏损1亿美元（下调2亿美
元）。
展望明年，在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上扬
的带动下，IATA预计全球航空业营收可达7430
亿美元，获利为164亿美元。

樟宜机场8月乘客人次创年度新高
黎远漪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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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机场上个月接待乘客人次达468万人，比去
年同期多出9.4％，也创下本年度新高。
樟宜机场集团昨天发表文告说，8月份的乘客人
次之所以增加，是因不少人趁国庆日与开斋节双佳节
长周末出外旅游。来回于同样庆祝开斋节的印度尼西
亚与马来西亚的旅客人数尤其显著。
与此同时，往返于新加坡与中国，以及新加坡与
日本的旅客人次也呈双位数增加。

樟宜机场发言人受询时告诉本报，8月份接待人
次属今年最高，比今年6月，即本年度另一旅游高峰
月份的467万人次多出一万人次，不过仍比去年12月
时的492万人次来得低。
在樟宜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航班次数也有所增加，
今年8月有约2万9600趟航班在樟宜机场起降，与去年
同比增加8.2％。至于8月的空运量则与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0.5％至15万1000吨。
文告也说，樟宜机场在过去12个月接待人次，与
之前12个月相比已增加6.6％达5300万人次，起落航班
趟次则上升5.2％至33万6100趟。至于过去12个月的空
运量则维持在185万吨。

不少人趁着上个
月的国庆日与开
斋节双佳节长周
末出外旅游，使
得樟宜机场8月份
的乘客人次增加
不少。
（档案照片）
截至9月1日，樟宜机场每周航班超过6700趟，共
有超过100家航空公司提供往返全球60个国家与地区
250个城市的航班服务，几乎每100秒，就有一趟航班
起飞或降落。
另一方面，不少航空公司也在今年8月与9月增加
了新加坡与印尼之间的航班趟次，例如嘉鲁达航空公
司（Garuda Indonesia）将每日飞往雅加达的航班趟次
增加至九趟；虎航子公司Tigerair Mandala也将新加坡
与雅加达之间的航班趟次增至一天四趟。
至于飞往印尼其他地区的航班也有所增加，例如亚
航推出每天两趟、飞往棉兰（Medan）的航班；虎航也首
次推出每日一趟、飞往万隆（Bandung）的航班。

竞争局不反对昆达士
与捷星协调业务策略
孙伟伦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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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反对澳大利亚的昆达士航空公司与独资子
公司廉价航空捷星协调部分业务，并认为这将为本地
乘客带来更便宜的机票价格。
昆达士航空公司（Qantas）和独资子公司捷星
（Jetstar Airways）去年向我国竞争局提交展开“泛亚
洲策略”（Pan-Asia Strategy）建议书，让捷星在本
区域同传统航空公司设立捷星合资公司，并进行业务
上的协调，以降低运作成本。
这些传统航空公司包括日本航空、中国东方航空
和越南国家航空。
竞争局昨天发文告表示，该局日前决定，不反对
捷星展开策略，不过这只适用于昆达士、捷星以及捷
星的合资公司之间的运作。
局长林华欣说：“许多航空公司响应环球经济所
带来的挑战时，都转向战略性联盟的方式来展开业
务。竞争局在审核这类建议书时，都是以新作业方式
是否会为乘客带来更多航线、更便宜机票价格，或让
新加坡乘客更能受惠为目标的。”
竞争局指出，虽然这可能扩大捷星在本地市场的
占有率，引起对市场竞争有消极作用的揣测，不过竞
争局不以为然，因为捷星没有调高收费的动力。
竞争局在本月5日发布决定时解释，廉价航班能
为航线带来更多竞争，而亚洲的廉价航空公司削弱传
统航空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竞
争局同意申请者的解释说，廉价航班的出现，能提
高航线的客容量，也促使现有其它公司航班调低票
价。”
其实，昆达士和捷星无需征求竞争局的同意，也
能展开业务调整。
新加坡是它们所服务的市场之一。它们是要确保
在推展泛亚洲策略时不会抵触任何本地法令，才决定
在去年8月向我国竞争局提交建议书。据悉，两家公
司也曾向澳洲监督市场竞争的政府机构提交类似建议
书，当局已在今年3月表示同意让两家公司进行业务
调整。

机器人技术可提升至处理打磨这类需要力度控制的工作，国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马塞洛博士（右）及新加坡制
造技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杨桂林博士希望通过研究计划开发机器人的新功能，惠及更多领域。（何家俊摄）

科研局集中各机构资源研发工业机器人用途
胡洁梅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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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推出的工业机器人研究计划将
集中各研究院与学府的资源，改进机器人技术，进一
步开发机器人的新功能，使这门技术在工业的使用更
为普及。
机器人（robotics）研究计划今年7月推出，
参与者包括科研局旗下的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新
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等。领导计划的国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马塞洛博士
（Marcelo H Ang）指出，虽然这些学府与新加坡制造
技术研究院已有合作经验，但集中本地跨机构的机器
人技术研究工作还是第一次，这有助于协调研究、避
免重复。
他说：“机器人的使用率逐年上升，到2015年全
球估计将使用超过150万台机器人，但机器人技术目
前还有些局限，例如不易于一般人操作、功能不够灵
活等。研究计划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制造新一代、

具灵活功能的机器人，并开发易于一般人操作的软
件。”
计划要推广的其中技术是力位混合控制技术
（hybrid force-motion control），这可用于需力度控制
的工作，如打磨。本地现用的机器人还未具备力控制
的功能，因此无法把一些得靠力度控制的工作交给机
器人做。
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好几年前开始研究这项
技术，并已试用在航空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Rolls
Royce）、海事公司等，但技术待进一步提升以适于
更多工业功能。该研究院研究人员杨桂林博士指出，
有关技术让机器人掌握力度，保证打磨等工作的精
度、成品表面光洁，所需时间比人工少一半，也可避
免员工因近距离工作而影响健康。
研究计划先着重在提升海事与航空业的技术，研
发更灵活的机器人功能，以适用在多变的海事工作环
境。这包括利用机器人技术将升降式钻油台的制作自
动化，取代靠人工烧焊的制作方式。
马塞洛博士也指出，机器人技术不能取代人类，
未来的技术是加强机器人与环境、人类的互动，使机
器人能感应环境变化，适用于广泛的工业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