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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人工智能战略 

华为运动健康 

运动健康AI实例 



从华为公司愿景看“AI + IoT” 

• 从“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到“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 从聚焦人与人的连接，到智能社会、聚焦物与物的连接-“万物互联” 

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AI：“智能世界” 

IoT：“万物互联” 



“+智能，见未来” 华为全联接大会2018 
--打造无所不及的智能，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1.强力投资基础研究 

2.打造全栈全场景解决方案 

3.投资开放生态和人才培养 

4.解决方案增强 

5.内部效率提升 

华为AI 5大战略方向 

                                            



全栈全场景AI解决方案 

1.IP与芯片:达芬奇架构 

2.芯片使能：CANN开放平台 

3.训练推理框架：MindSpore 

4.应用使能：ModelArts 

全栈 

1.消费终端 

2.公有云 

3.私有云 

4.边缘计算 

5.IOT行业终端 

全场景包括5大类： 



1. 7nm制程工艺 

2. 单芯片计算密度最大的芯片，计算力远超谷歌和英伟达 

3. 半精度（FP16）运算能力为256TFLOPS，比NVIDIA的Tesla 

V100要高一倍 

4. 整数精度（INT8）512TOPS 

5. 支持128通道全高清视频解码（H.264/265） 

6. 最大功耗350W 

1. 12nm制程工艺 

2. 最大功耗仅为8W 

3. 极致高效计算低功耗AI芯片 

极致高效计算、低功耗：昇腾310 

强大的算力：昇腾910 



2018 BrandZ™全球品牌价值 
 

 华为名列第48位 

 品牌价值249.22亿美元 

 同比2017年增长22% 

 连续第三年进入TOP 50 

华为全球品牌影响力日益增长 

2018《福布斯》全球最具品牌价值榜100强 
 

华为名列第79位，较去年提升9位！ 

 品牌价值84亿美元，同比增长15%  

唯一上榜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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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出货量（单位：百万台） 

10% 
年增长率 

全球智能手机份额TOP2  2018年目标2亿+台 

华为消费者BG  业务持续高速发展 



华为终端 Mobile AI 战略：芯、端、云智能协同 

打造更智慧、更懂你的手机 

智能感知 

（传感器） 

精准认知 

（端云协同） 

安全系统 

（多级防护） 

动力系统 

（芯片） 

Mobile AI 

四大方向 

聚焦智慧化 

 运动健康 

 智能家居 

 车联网 

 办公娱乐 

夯实根基 

AI是技术、是工具、是能力 



强大持久的动力（芯）-麒麟980 

7nm制程工艺 

8核 2+2+4架构 CPU 

双NPU  智慧AI进阶 

 图像识别 

 物体检测 

从图像识别到物体检测的跨越：人脸识别、物体识别、物体检测、图像分割、智能翻译等AI场景 



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隐私、伦理、道德 

芯片、端、云三级安全防护 

 

 

 

 

严格遵守GDPR 



围绕运动健康核心场景 

云、端、设备协同 

打造HiHealth 
运动健康生态 

依托开放合作 

华为消费者业务 IoT战略 

运动健康 

车联网 

智能家居 

办公娱乐 

华为消费者业务 IoT 战略：连接全场景的智慧生活 

手机为入口 

智能数字化体验 



华为运动健康 生态全连接 

 
 



PHD PHG HFS HIS 

嵌入式 
实时算法 

端 
分析算法 

云 
智能算法 

医院系统 
智能算法 

遵循Personal Health Architecture 

Continua E2E reference architecture  



智能硬件 让感知更丰富 

传感器 
深挖传感器潜力 

 微机电系统MEMS 

 NANO微纳传感器 

智能穿戴  持续创新 

感知是一切智慧的基础 



华为人工智能战略 

华为运动健康 

运动健康AI实例 



 生活：变好了，是时候关注健康了 

 国家：全民健康已纳入国家顶层战略 

 个人：更多的人选择主动健康 

我们为什么进入运动健康领域 

普及 

健康生活 

优化 

健康服务 

完善 

健康保障 

建设 

健康环境 

发展 

健康产业 
全民 
健康 



• 消费升级，大健康产业启动 

• 我国经常锻炼人口占比25.9%，发达国家40%，华为运动健康用户还有很大增长空间1 

• 运动健康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预计达8%，2030年达16%，产业空间巨大2 

数据来源1：国家卫计委数据 数据来源2：2017杭州健康中国高峰论坛，王宏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健康产业是决胜未来的战略产业》 

消费升级，大健康产业启动 



手机和穿戴，已是个人健康管理主要载体 

•全球Health&Fitness APP下载量持续增长，人们越来越习惯通过移动管理式获得健康服务 

•Fitness/Lifestyle&Stress/Diet&Nutrition是Top3运动健康服务，占比超65% 

•智能设备，75%是在健康级市场 



 战略：运动健康是华为CBG  IoT战略的重要一环 

 投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 

 开放：合作共赢、联合创新 

在运动健康领域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怎么做的 

让数字世界进入每个人的健康 

个人运动、健康数
据 

反馈 

运动健康监测 

运动健康监测 
数据及服务交互入口 

反馈 

个人运动、健康管
理方案 

以用户为中心的健康连接 

Health 
Services 



睡眠 压力 体重 运动 

华为运动健康主要业务方向 

监
测 

评
估 

生
态
服
务 

步行/跑步/骑行 

健身/游泳/登山 

步数  步幅  步频  心率  配速  距离 

 轨迹  高度  热量  跑姿  触地时间    

睡眠分期/睡眠质量评估 压力指数/压力评估 

入睡时间  出睡时间  深睡  浅睡   

清醒  REM  呼吸质量  睡眠评分  

经典课程 训练营 

专业赛事 

睡眠认知 行为疗法 

生物反馈 放松疗法 

呼吸训练 生物反馈 

冥想 正念 

饮食管理 减脂课程 

减脂营 

体重  体脂  BMI  身体水分  基础代谢 

内脏脂肪  肌肉量  骨盐量  蛋白质 

身体成分/体脂评估 

压力指数  压力趋势 疲劳度  

恢复力  专注力  





华为运动健康核心技术 



华为运动健康业务发展 

1亿+ 

注册用户 

千万级 

硬件连接 

TOP1 

穿戴发货增速 



华为人工智能战略 

华为运动健康 

运动健康AI实例 



AI 爱 

所有科技 数据 算法… …背后都是 



算力 

（芯片） 

数据 算法 

AI产品实现三要素 

数据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壁垒，好的数据甚至比算法更重要 

数据质量，“Garbage in，Garbage out” 

数据从哪来、数据质量怎么保证、数据治理的工作怎么开展等非常关键 

门槛降低 

框架成熟 

开源社区 

 

扫清障碍 

GPU/NPU/TPU 硬件发展 

成本降低 



切入“点”- 科学运动 

深挖“线”- 睡眠、压力、体重… 

开拓“面”- 健康生活解决方案 

华为运动健康愿景 - 科学运动 健康生活 



感知来自心脏的“语言”- 心率HR 

-- HUAWEI TruSeen™心率监测技术 

基础指标：运动能力、健康状态 

应用场景：运动、睡眠、压力 



ECG（心电） 

真实的心率，金标准 

心率带 光电体积法（PPG） 

使用绿光 
穿戴产品通用 

血氧法 
使用红光和红外 

动脉压力法 

使用不便，易受影响，不
建议使用 

心率监测常用方法 



           皮肤 

LED发光 PD收光 

AFE 
驱动LED、信号处理、ADC、时序控制 

MCU 
算法 

lens  
隔
光
栅 
 

运动干扰 
运动时PPG信号杂乱无章 

环境光干扰 
无孔不入的环境光影响正常心

率光信号 

不规律运动，频域混乱，无
法辨识心率信号 

规律运动，运动能量和心率能量好区分 

PPG心率检测难点 – 漏光抑制、运动干扰消除 



基于AI算法的TruSeen™心率监测 

多传感器融合 消除噪音 

基于大数据的深度神经网络算法 

在线自适应自学习算法 



HUAWEI TruSeen™ 独特硬件设计 

千次光路仿真 优化设计 

百种原型机打磨 高效 高抗扰 



HUAWEI TruSeen™心率监测技术 

更准确 更连续 更贴心 



特征工程是数据分析的重要环节 



异常点检测：时间序列方法和机器学习方法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RNN） 

《Long-term Blood Pressure Prediction with Deep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Yuan-Ting Zhang, Fellow, IEEE 

DeepRNN architecture.   Each rectangular box is an LSTM cell.  



合作共赢  生态开放 



华为运动健康 HiHealth开放平台 

端、云 AI协同   健康生活更智慧 

科学、精准监测健康数据 

（运动、睡眠、压力、体重、慢病……） 

改善健康状况 

健康服务协同 

AI辅助分析、决策 



华为HiHealth 开放平台——安全隐私 

    

    

3 

1 5 

4 2 

• 用户授权后才可使用 
• 支持标准OAuth2授权
协议 

开发者只申请必要权限
，华为严格审核 

符合GDPR 

• 符合欧盟 GDPR《通用数据保
护规范》 

用户随时可取消授权 

数据加密 

• 数据加密存储 

• 数据加密传输 

安全隐私 



合作服务开发——华为开发者联盟 运动健康专区 

http://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devservice/develop/huaweihealth 



服务：开放共赢 构建运动健康合作生态 



研究：精英创新、联合打造、专业算法 







展 望 未 来 



数字化管理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便捷 
随时随地连接 

科学 
数据精准  解读专业 

丰富 
全场景的健康服务 



华为数字化健康管理  构建健康大连接 



+ 智能 ，连接未来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