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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张佳欣

■广 告

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松山湖）已正式开

放。华为消费者业务智能穿戴与运动健康产品线解

决方案副总裁姜婷对实验室整体规模和研究项目等

进行了详细介绍。

在 11 月 16 日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松山

湖）开放日上，华为开展了运动健康专题的圆桌交

流。圆桌交流就大健康时代的主动健康管理和科学

运动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提出运动是一门

严谨的科学等观点。姜婷认为，精准、专业的智能穿

戴产品将帮助消费者更好地进行主动健康管理。

打造国际一流的运动健康
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作为华为智能穿戴产品、技术及服务的创新能

力中心，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松山湖）实验室

整体投资超 2 亿人民币，总面积达 4680 平方米。实

验室涵盖专业研究区、生态联合检测认证区、运动健

康场景孵化区等，覆盖 80+专业检测能力。华为智能

穿戴硬件产品、创新技术、数字健康服务的研究、测

试及孵化也诞生于此。

华为持续在大健康领域投入。2016 年，华为在

深圳建立了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围绕运动健康产

品与技术进行测试研究。2020 年，华为对外开放了

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西安），展示了华为运动

健康技术的创新与应用。2021 年，华为运动健康科

学实验室（松山湖）全新升级，围绕产品研究、标准研

发、检测认证，以及展示体验、产业孵化，旨在打造国

际一流的运动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华为智能穿戴与运动健康业务持续为全球消费

者带来更创新、更科学的运动健康产品及服务体

验。在中国，在松山湖管委会和万科集团的支持下，

华为与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信息中心等有关部门

联合建成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松山湖）。华为

将基于实验室平台，进一步升级与国家体育产业各

领域合作。此外，华为还与超过 60 家专业机构进行

合作研究，在健康中国战略大背景下，用科技创新为

运动健康产业生态发展、全民健康作出重要贡献。

开放日“零”距离体验科学研究

此次开放日，华为全面展示了在运动和健康领

域的科学研究成果，并对实验室的功能职责及研究

方向进行了详细讲解，从而让大家了解到一款小小

智能穿戴设备、一个看似简单的服务功能背后是实

验室数万次的模拟研究和实测。

华为高原模拟室，整体造价超 300万人民币。研

究室可模拟海拔 6000 米的环境，还可调节温湿度变

化，相当于将 6000 米的高原“搬回”了实验室。配合

专业的测试血氧、心率等设备，研究人员对不同海拔

气候条件下的身体数据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得到专

业的高原数据分析。

实验室还展示了一套光学姿态捕捉系统。系统

采用了 28 个采样率为 10000 赫兹的红外高速摄像

机。通过专业的测试环境，系统可还原人体运动轨

迹、关节部位变化、速度和姿态等运动细节，为智能

穿戴产品的运动特性提供支撑。

在运动生理研究区，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这里

监测运动数据，包括最大摄氧量、卡路里消耗和运动

心率等运动数据。截至目前，华为实验室 2021 年已

累积采集跑步里程约 192500 公里，相当于绕着地球

赤道跑了四圈半。

100+种运动模式，将你会的运动都戴在腕上。

实验室还展示了攀岩运动研究区、游泳研究检测区、

乒乓球运动研究检测区、高尔夫运动研究平台、多功

能运动研究平台等多个研究检测区的专业能力。

运动和健康场景孵化区
尽享全场景健康生活

实验室不仅为产品、平台构建了专业能力，也承

担着多场景孵化的职能，面向消费者的需求打造出

场景化产品组合和服务体验。

在室内健身区域，用户只需佩戴上华为智能穿

戴和三方生态设备一碰联，配合华为智慧屏，即可在

家里享受全场景的运动体验。用户还可通过华为运

动健康 App，获取 11种类型的训练课程：包含跑步训

练、骑行、瑜伽、健身、跳绳等。在数字竞技区，可以

体验划船机、动感单车等数字竞技运动体验，还可以

远程与好友实时连线比赛，一起快乐运动。

华为在数字健康领域、运动核心技术等方面持

续投入的基础上，将继续积极与行业权威机构、生态

合作伙伴合作。目前，已有超过 500 万用户加入

HUAWEI Research 研究生态，运动健康的服务积累

了 3.2 亿用户，运动健康 App 全球平均月活用户超过

8300万。

华为一直坚信隐私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并致

力于用创新科技保护用户隐私安全，未经允许任何

人无法访问用户数据，“你的信息，由你全权掌握”。

华为智能穿戴与运动健康业务制订了严格的隐私安

全原则，在隐私安全基础上向生态伙伴开放合作，从

而让消费者放心。

（图文及数据来源：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探秘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 感受更科学的运动和主动健康管理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18日电 （记者张梦
然）创建用于精准医疗的纳米级计算机，长

期以来一直是许多科学家和医疗机构的梦

想。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人

员首次研制出一种纳米“计算机”，可控制参

与细胞运动和癌症转移的特定蛋白质的功

能。这项发表在 16 日《自然·通讯》上的研

究，为构建用于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复杂设备

铺平了道路。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尼古莱·多

霍利安教授及其同事创造了一个类似晶体管

的“逻辑门”，可执行计算操作，由多个输入控

制一个输出。

多霍利安称，这个逻辑门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因为它展示了在蛋白质中嵌入条件

去操作并控制其功能的能力。这将给更深入

地了解人类生物学和疾病，以及精准疗法的

开发带来可能性。

逻辑门包括两个传感器域，旨在响应两

个输入——光和药物雷帕霉素。研究团队瞄

准了蛋白质焦点黏附激酶（FAK），因为它涉

及细胞黏附和运动，这是转移性癌症发展的

初始步骤。

研究人员首先在编码 FAK基因中引入一

个名为 uniRapr的雷帕霉素敏感域，该域之前

由实验室设计和研究过。然后，研究人员引

入对光敏感的域 LOV2。对两个域进行优化

后，研究人员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最终的逻辑

门设计。

研究团队将修改后的基因插入 HeLa 癌

细胞，并使用共聚焦显微镜在体外观察细

胞。他们分别研究了每个输入对细胞行为的

影响，以及组合输入的综合影响。

研究发现，他们不仅可以使用光和雷帕

霉素快速激活 FAK，而且这种激活导致细胞

内部发生变化，从而增强了它们的黏附能力，

最终降低了运动性。

研究人员称，这是第一次证明可在活细

胞内构建一种可控制细胞行为的功能性纳米

“计算机”。

可控蛋白质功能的纳米“计算机”研制成功
科技日报北京11月18日电（实习记

者张佳欣）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发明了

一种新型高分辨率相机，采用“合成波长全

息术”将相干光间接散射到隐藏物体上，这

些物体再将光散射回相机，通过重建散射

光信号而呈现隐藏的物体。利用它，人体

的皮肤到骨头将一览无余，甚至还能看到

角落和散布四周的介质，如雾气等。相关

研究发表在17日的《自然·通讯》杂志上。

为角落里的物体成像和为人体器官成

像似乎是不同的范畴，但论文第一作者弗

洛里安·威洛米泽说，二者实际密切相关，

都需要处理散射介质，光线照射到物体并

以无法再看到物体直接图像的方式散射。

威洛米泽说：“当用手电筒照射你的手

时，你会在手的另一边看到亮点，但从理论

上讲，你的骨骼应该会有一个暴露出轮廓

或结构的影子。”然而，通过骨骼的光线在

人体组织内向各个方向散射，完全模糊了

阴影图像。因此，研究团队的目标是拦截

散射光，重新测量有关其传播时间的信息，

以揭示无法被成像的物体。

为了克服可以对光进行高精度测量的探

测器成本高昂的问题，研究团队通过合并来

自两个激光器的光波，形成了一种为不同散

射场景下进行全息成像而量身定做的合成光

波。这是第一种能在角落周围通过散射介质

进行成像的技术。该方法结合了高空间分辨

率、高时间分辨率、小探测区域和大角度视

野。这意味着，即使在物体移动的情况下，相

机也能以高分辨率拍摄出狭小空间中的微小

特征以及大面积区域中隐藏的物体。

由于光只能沿直线传播，因此必须有

不透明的障碍物（例如墙壁、灌木或汽车）

让新相机能看到拐角处。光从传感器单元

发出，从障碍物反弹，然后击中拐角处的物

体，接着光反射回障碍物并最终返回传感

器单元的检测器。

据介绍，由于具有高时间分辨率，该相

机还可对快速运动的物体成像，例如心跳

或街角飞驰的汽车。车辆转弯时，该相机

可看到附近车辆以防发生意外。它还可替

代用于医疗和工业成像的内窥镜。例如，

在结肠镜检查时，可用它观察肠道内的褶

皱。此外，该相机在夜间和有雾的天气下

也可使用。

对遮挡或散射介质背后的物体成像，其

实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即所谓非视

距成像。与相关的非视距成像技术相比，新

方法可快速获取大范围、亚毫米精度的全视

野图像，在这种分辨率水平下，相机甚至可

透过皮肤成像，看到哪怕最微小的毛细血

管。因此，这一方法在无创医学成像、汽车

预警导航系统以及在狭小空间进行工业检

查等方面，拥有无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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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消费者业务智能穿戴与运动健康产品线解华为消费者业务智能穿戴与运动健康产品线解
决方案副总裁姜婷详细介绍实验室情况决方案副总裁姜婷详细介绍实验室情况。。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国际科技合作

面临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与新挑战。11 月 18

日，第六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如

期举行。

与以往不同，本届对接活动首次以“线

上”方式展开。来自德国、瑞士、意大利、欧

盟、加拿大、巴西、阿联酋等 7 个国家和地区

的驻华大使馆，以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外

交官员，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科研院所及

技术转移机构的 200 多名参会人员如约“云”

上，共赴这场由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主

办，创为信国际技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承

办聚焦全球优质创新资源的“大派对”。

在各国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介绍环节，

德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何安雅介绍了近几

年来中德在气候、工业、生物医药、教育等领

域开展的 6次双边研究合作。她表示，中德合

作的主要指导原则在于，应用科学领域的合

作需要自由的市场准入和双向的技术转让。

同时，也要利用国家平台，如“工业 4.0”战略

和职业教育等开展双边项目。在联合项目、

双边资金方面，应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此

外，她还鼓励双方积极交换科学数据、评估体

系等。

瑞士驻华大使馆首席投资官兼瑞士商业

中心副主任阳光娓娓道来，用视频、案例介绍

了瑞士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他认为，瑞

士的企业在创新方面取得众多成就的原因有

三：一是在发展过程中，既继承又创新；二是

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既开放又独立；三是为

确保未来发展，既稳定又进取。

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国的外交官们也

一一分享了本国的科技创新理念和成果，并

表达了对国家间合作机会的企盼。例如，加

拿大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罗艾德指出，加拿

大除了拥有世界领先的孵化器和加速器，还

有先进的 ICT 行业。此外，政府向五个产业

主导的超级集群投资了 9.5亿加元，拥有推动

长期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意大利驻华大使

馆科技参赞桂迪则表示，中意双边合作影响

力巨大，她呼吁两国加强现有合作，创建联合

实验室等。

巴西驻华大使馆科技创新处参赞范天阳

介绍道，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在

过去 20 年中，两国的双边贸易值逐年增长。

中巴全领域合作遍地开花，尤其是生物医药、

健康产业领域。以疫苗研发为例，中国科兴

与巴西的布坦坦研究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两国已成功地合作研制出新冠疫苗——

克尔来福，这也是目前在巴西使用的主要疫

苗。未来，也期待中巴可以在健康领域进行

更多合作。

在随后的生物医药创新合作高端论坛

上，专家通过对话，揭示当前形势下国际科技

合作的发展态势，分析中国与各国间生物医

药领域国际合作的趋势挑战、特色做法及未

来重点方向，深入研讨疫苗全球研发与供应

体系等热点与前沿话题，为北京地区加强生

物医药国际创新合作带来了许多启示。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侯云指出，本届科技外

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聚焦生物医药领域，

融入各国创新创业资源，通过各位科技外交

官搭桥引路在此开展对接交流，促进了合

作。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进一步优

化国际发展环境，着力推动在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促进更广领

域、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科技合作。

第六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举行第六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举行

如约如约““云云””上上 多国外交官共话创新资源多国外交官共话创新资源

11月18日，第六届科技外交官创新资源对接活动以“线上”方式展开。 实习记者 张佳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