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偌大的进博会展馆内，无论你想去什么地方、想去看

什么展位，同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科技逛展“神器”，都能为

你精准定位导航指路。在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供

定位导航服务的基础上，同济大学再次为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设计官方定位导航系统——“导路者”，自11月

5日进博会开幕之日起为海内外嘉宾提供精准可靠的数字

导览服务。

服务于进博会的“导路者”系统，由同济大学定位导航

实验室主任、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刘儿兀担任总设计

师，联合上海导路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导展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

多学科技术而建设完成。

在服务首届进博会的基础上，刘儿兀教授团队基于进

博会“越办越好”的目标以及同济大学全力保障进博会的精

神，对“导路者”定位导航系统进行了提升扩展，包括提供实

景导航、位置分享和收藏，以及签到墙等功能。在首届进博

会支持全馆公共区域定位导航的基础上，“导路者”进一步

为第二届进博会提供展位级导航，为广大展客商提供沉浸

式的AR数字导览服务。

嘉宾通过进博会官方APP 或者小程序，可点击进入

“馆内导航”模块。用双指触屏放大，可见馆内各场馆缩略

图。在手机屏幕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目的地”，屏幕即

刻显示前往路径。选择AR（虚拟现实）导航模式，使用者

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已融入手机屏幕中，感受虚

拟现实与定位导航技术的创新结合。此时，还有一只活泼

可爱的小白兔现身，一蹦一跳着在前方为你带路。你只需

看着手机屏幕，既可观展，又可跟随这只导航兔，快速抵

达目的地。

刘儿兀教授介绍，一方面，充分利用小程序的便捷性，

方便各方嘉宾在进口博览会期间在馆内进行定位导航；另

一方面，通过国际领先的数字化导览技术，让嘉宾们获得全

新的参展体验。通过“导路者”定位导航APP和小程序，可

有效缓解现场服务人员应对大量外商问询服务的压力，将

“被动问询”服务转化为“主动查询”，实现“线上导引”+“线

下分流”的有机结合，将“抽象指引”转化为“形象展示”，体

现进口博览会一流的软硬件服务水平。

为了保障“导路者”系统有效服务进博会，同济大学为

第二届进博会输送的 202名大学生志愿者中，大部分同学

是为这一导航系统提供志愿服务。在进博会开幕前的一段

日子，这些志愿者们最大的任务是测试导航系统运行的可

靠性和准确性。为此，他们每天要在国家会展中心各大场馆

内穿梭、奔走，每人每天不少于2万步。在进博会举办期间，

这些志愿者主要驻守在人流密集的入口、路口，指导来自世

界各地的嘉宾使用这一导航指路功能。

“导路者”系统的核心是 DWELT（Dynamic Weighted
Evolution for Location Tracking）算法——动态加权进化的路

径追踪技术，该技术曾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金奖、微软全球室内定位技术大赛冠军，在 2016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届获手机定位技术精度第一称号。

DWELT攻克了没有卫星信号下的定位导航难题，是国内最

具影响力的室内定位导航技术，代表了中国自主研发、国际

领先的室内定位技术，所提出的多源融合框架已成为业界

设计新一代室内定位系统的共识。

DWELT作为目前唯一在全球特大型场馆经过大规模

应用验证的定位导航技术，具有高精度、易维护、易扩展、

全样本、广覆盖、自适应的特点，可为智慧城市提供室内

室外一体、主动被动融合的位置服务。以DWELT 技术为

核心，实验室的合作伙伴们针对智慧城市不同应用场景

开发了相应的定位导航系统，已在多个标杆性项目中得

以应用，包括进博会、国家会展中心、国家体育场（鸟巢）、

香港智慧城市逍遥行（覆盖香港 150个公共场所的定位导

航）等，不仅适用于大型展馆、体育场，还适用于商场、地

下停车场、地下管廊、园区、景区、机场、地铁、医院、消防

救援等众多应用场景。

随着智慧城市发展，城市空间结构日益复杂、功能高度

复合，改善城市环境空间可识别性、解决视障人士的出行问

题，已成为深化智慧城市建设的重大课题。针对这一需求，

同济大学定位导航实验室进一步研发“导路者”无障碍出行

系统DOGAS。它结合DWELT、数字盲道、自动化建图、AI
导盲等技术，帮助视障人士完成出行、信息交互和社交，有

助于实现“残健共融”，推动残疾人事业和无障碍智慧城市

建设。

“我们将携手合作伙伴，深耕定位导航、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领域，不断研发创新技术，为智慧城市提供精准、安全、

可信、可靠的室内外位置服务，展示中国科创力量。”刘儿

兀教授说。

为 各 方 来 宾 导 航 引 路为 各 方 来 宾 导 航 引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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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陶婷婷）近日，第二届“新时

代·大航海·强国梦——智能航运与创新发展”峰

会在上海临港召开。“浦东海事局成功查获国内

首起在航船舶燃油硫超标案件”获评本届“长三

角十大智能航运事件”之一。这项黑科技是由上

海海事大学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成立的科技公司

——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历时 3年研发

的机载“嗅探”船舶尾气监测系统，该公司也是上

海高校第一个无形资产出资入股成功转化注册

公司的成功案例。

自今年起，国家要求进入排放控制区（码头）

的海船应使用硫含量不大于0.5%的船用燃油。如

何对在航船舶使用燃油硫含量进行有效监测，是

当前全球范围内船舶排放控制区监管面临的共同

难题。安馨科技及上海海事大学教师组成的项目

组通过深入、充分的调研，论证了“嗅探法”进行船

舶尾气监测进而推算燃油硫含量的可行性，制定

并实施了使用无人机搭载“嗅探”传感器监测船舶

尾气的技术方案。随后，项目组成功研发了无人机

船舶尾气监测系统，关键设备船舶尾气检测吊舱

长 20厘米，宽 12厘米，厚度 9厘米，重量仅为 900
克，体积及重量对比国内外产品具有明显优势，检

测灵敏度及精度等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该系统获得了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认

证。同时，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学术论文及

国家和地区类竞赛奖项等10多项知识产权。该系

统的多项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浦东海事局使用机载“嗅探”船舶尾

气监测系统先后三次在长江入海口接连查获四起

在航船舶燃油硫含量超标案件，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为此发出专报。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修订）》实施 4年以来，上海海事大学科技成

果以作价投资形成的科技项目公司硕果累累，成

果转化投资 7个科技项目公司，以科技成果作价

投资的项目有“光纤传感监测应用”“船舶气象

导航与智能航行技术”“基于激光雷达的车型自

动识别装置及其识别方法”“基于知识的跨境电

商供应链风险监测与大数据分析”“港口物流大

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技术”“超级电容电压均衡

电路及其均衡电容参数识别方法”“冷藏集装箱

全球监控系统”等。

通讯员 黄艾娇 本报记者 吴苡婷

大脑慢慢变傻大脑慢慢变傻 幕后幕后““黑手黑手””或是反式脂肪酸或是反式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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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为进博会自主开发官方定位导航系统——“导路者”

在眼镜店经常会遇到一些家
长带着孩子检测视力，一只眼视
力正常 1.0，另一只则只有 0.2且
不能完全矫正，由于孩子年
龄在十五岁，已经过了矫正
弱视的最佳时期，要恢复到
正常视力很难，于是一只眼的视
力低下将伴随着孩子的一生。弱
视是幼儿视觉发育中的常见疾
病，在我国发病率为 2%~4%。一
旦孩子患有弱视就很难拥有完善
的视力和精确的立体视觉，会较
大程度影响学习和生活。以往我
们认为，5岁后再进行筛查才可
靠，但现在我们发现如果到了5岁
再发现问题，弱视治疗就有些晚
了，若到孩子8岁后再治疗弱视，
效果会相对较差，超过12岁则很
难治愈。

那么，如何才能及早发现孩

子是否存在视觉异常呢？
1. 视力表检测。一般孩子上了

幼儿园后，多数就会认视力表，家
长可以购买一张标准视力表
挂在家里光线充足的墙上，在
5米远处让孩子识别。此方法

适用于4岁以上的孩子，检查时一
定要分别遮盖左右眼，不可双眼同
时看视力表，避免单眼弱视被遗
漏，反复认真检查数次后，若发现
两眼视力相差2行以上者，需带孩
子去专业机构进一步检测。

2. 查找异常行为。注意观察孩
子看东西时有没有异常的头位，比
如是否喜欢抬头、低头、斜头、眯眼
看东西，看电视是不是总喜欢凑得
很近。孩子走路常跌倒，老拿不到
东西，这可能是弱视已经影响到孩
子不能精确判断物体距离感。

3. 遮盖试验法。对于不愿配

合检查视力的孩子，可通过遮盖
试验来大致了解双眼视力情况。
具体方法为：有意遮盖一只眼，让
孩子单眼注视物体，若孩子表现
安静，而遮盖另一只眼时，却撕抓
遮盖物，显得很不耐烦，那就提示
未遮盖的那只眼视力较差，应尽
早去专业机构检查。

本栏责任编辑 何巍颀

E-mail:670958721@qq.com

别 让 弱 视 耽 误 了 孩 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成立单细胞组学与疾病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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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镜界

戴 森 爱 心 捐 赠 为 医 患 创 造 洁 净 空 气 环 境
近日，戴森携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向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捐赠了包括全新发布的Dys⁃
on Pure Cool Cryptomic TM 空气净化风扇在内
的100台空气净化风扇，以关爱医护人员以及
改善患儿的呼吸环境。

捐赠仪式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
长方国平，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季庆
英，戴森大中华区传播总监黄绍捷共同出席
并表达了希望通过公益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以及患儿与家属们提供洁净空气环境的

美好愿景。
戴森大中华区传播总监黄绍捷先生表

示：“戴森始终致力于不断创新为人们解决真
实问题。希望通过此举回报社会，秉承关爱之
心，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奥 买 家 全 球 购“ 双 线 购 ”模 式 领 跑 行 业
近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

简称“进博会”）在上海隆重召开。较于去年，
今年参展的企业数量、规模均超过首届。近
日，奥买家“5G 洞见未来——2019国际进口
跨境创新合作峰会”在进博会 4.2H平行会场
C2厅举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孔福
安、奥园集团副总裁郭士国、奥买家集团总裁
刘丽萍、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跨境进口电商
联盟秘书长夏世锋、艾媒咨询 CEO 张毅、

ROBEUS品牌创始人ROBERTO EUSEPI等领
导及嘉宾共同出席此次峰会。

奥园集团副总裁郭士国指出，奥买家作
为中国奥园集团布局互联网、电子商务、进出
口贸易领域的重要板块，秉承集团品牌信念
与发展战略，以技术为新商业模式的内驱力，
致力以数据驱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为用户
带来全场景购物体验。未来，在国家发展战略
指引下，中国奥园、奥买家将继续携手合作伙

伴共赢共发展。
奥买家集团总裁刘丽萍表示，融合线上、

线下、物流的新零售模式成为激活零售市场
的下一步，同时针对新一轮的零售行业升级，
奥买家全球购不断在强化“会员一体化”“营
销一体化”“商品一体化”“数据一体化”四个
一体化，进一步升级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效
率。因此，其推出“双线购”新零售模式，专注
于打造跨境领域创新生态圈。

近日，日本研究人员在美国神经病学学会《神经病学》

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发现摄入富含反式脂肪酸的工业

食品会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等痴呆症的患病风险。

年少饮食习惯不良，年老痴呆风险增大

脂肪酸是最简单的一种脂，根据分子结构的不同，可分

为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其中，不饱和脂肪酸若含有

反式非共轭双键结构，则被称为反式脂肪酸。

痴呆症是个“大家族”，除了最为人熟知的阿尔兹海默

症外，还包括血管性痴呆症、全因性痴呆症及混合性痴呆症

等。从2002年开始，日本研究人员对1628名60岁及以上无

痴呆的日本社区居民，开展了一项长达 10年的跟踪研究，

研究者测定参与者血清中反式脂肪酸的水平，并使用模型

评估人群全因性痴呆症、阿尔兹海默症和血管性痴呆症的

风险比例。

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三类痴呆症中，人体血清中反式脂

肪酸的水平与全因性痴呆症、阿尔兹海默症有关联，但与血

管性痴呆症的患病风险并无显著关联。

在随访过程中，共有 377名参与者患上了特定类型的

痴呆症，其中包括247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和102名血管性

痴呆症患者。当研究人员调整了传统的痴呆症风险因素后，

机体较高的血清反式脂肪酸水平与人群全因性痴呆症风险

和阿尔兹海默症风险增加明显相关，当调整了饮食因素，如

总热量的摄入及饱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等，这些关联性

依然很显著。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血清中较高的反式脂肪酸水平，可

能是全因性痴呆症和阿尔兹海默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事实上，反式脂肪酸与痴呆症的关联早就被科研人员

关注了。据了解，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研究人员发现，

那些在青少年时期具有不良饮食习惯的人，到老年时患老

年痴呆症的比例增大。此前还有研究人员对居住在美国芝

加哥近郊的2560名65岁以上居民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后发

现：在老年人群中那些大量摄取反式脂肪酸的人，认知功能

减退更快。

那么，此次新研究又有哪些亮点呢？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健康科普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老年

科副主任医师李鹏表示，当研究某单一因素对病症的影

响时，该病症的其他危险因素就成了“混杂”因素，会干扰

研究结果。此次研究剔除了传统痴呆症风险的“混杂”因

素，以类似控制变量的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反式脂肪酸的

摄入与痴呆症的发生具有关联性。“这是该研究的创新

点。”李鹏说。

进入血液参与代谢，是多种疾病的“帮凶”

反式脂肪酸为何会让大脑慢慢变傻？

“这一机制目前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但学界对于反式脂

肪酸致阿尔兹海默症的机理提出了多种假说。如反式脂肪

酸可增加脑内 Aβ 蛋白沉积、引发脑神经细胞氧化损伤

等。”李鹏表示。

老年斑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主要神经病理特征，而Aβ
蛋白是老年斑的主要组成成分。有研究显示，反式脂肪酸会

增加Aβ蛋白含量，升高总胆固醇量，加快大脑的动脉硬

化。还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可以抑制细胞增殖，通过降

低特定酶的活性，造成神经细胞氧化损伤。而细胞的氧化损

伤往往与衰老、功能退化有关。

除了痴呆症，反式脂肪酸还是很多类疾病的“帮凶”。中

日友好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孟凡强博士说：“以往的研

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肥胖等患病风险。”

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反式脂肪酸会增加低密度

胆固醇的水平，同时会降低高密度胆固醇水平。高密度胆固

醇可在动脉中清理胆固醇并将其运至肝脏，然后分泌到胆

汁中；而低密度胆固醇则是学界公认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的

生物标志物之一。如果摄入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患心脏

病风险将增加 21%，死亡率风险增加 28%。另外，有证据表

明反式脂肪酸可加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

“反式脂肪酸会进入血液，参与人体代谢。因此，与血

液、代谢相关的疾病都应该警惕反式脂肪酸可能存在的

不良影响。”孟凡强指出，反式脂肪酸的多量存在会增加

人体血液的黏稠度，增加血栓形成可能；由于反式脂肪酸

易于在机体沉积，从而导致腹型肥胖等，而肥胖又可以引

发多种疾病。

没有任何健康效益，主要源于加工食品

既然反式脂肪酸“罪状”多、危害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避免过多摄入？

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反式脂肪酸的来源。“某些天然

食品中也含有反式脂肪酸，但其主要来源于加工食品。”孟

凡强表示，天然存在的反式脂肪酸来自牛羊等反刍动物。反

刍动物摄入饲料后，在胃内发生生化反应产生反式脂肪酸，

吸收后进入动物体内。因此牛羊肉、牛奶、乳制品的脂肪中

会含有少量的反式脂肪酸。

有研究提示，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产生于给油脂

加氢，使液态变为固态形成“部分氢化”油的生产过程。氢化

植物油是反式脂肪酸主要的来源。与普通油脂相比，氢化油

脂更稳定，不易变质，且在室温下能保持固态形状，可以让

加工食品变得更“有型”，运输和储存更加便利。此外，氢化

油脂还能够增加食品的口感和美味，牢牢抓住消费者的胃。

而所有含有“氢化油”或者使用“氢化油”油炸过的食品都会

含有反式脂肪酸，如人造黄油、人造奶油及相关制品，使用

“氢化油”烘焙、油炸的食品等。

据统计，全球每年约有54万例死亡与摄入工业生产的

反式脂肪酸有关。2010年全球反式脂肪平均摄入量占总能

量摄入的1.4%，各国之间从0.2%到6.5%不等，在每天2000
卡路里饮食中占0.13—4.3克。根据现有少量信息，北美、拉

美和北非/中东地区的摄入量最高，而且年轻人的摄入量一

般而言更高。

以每天摄入2000卡路里总能量计算，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将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量限制在2.2克以内。根据我国食

品安全相关要求，食品包装上应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民

众购买时可做参考。

摘自新华网

本报讯（记者 吴苡婷 通讯员 杨静）11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单细胞组学与疾病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据悉，该中心依托上

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管理，将聚焦疾病领域前沿科学问题，运

用新兴的单细胞组学研究手段，揭示个体差异的分子基础，阐明疾

病的发病机制和病因，描绘人体衰老与疾病的细胞异质性蓝图。中

心研究将从单细胞基因组学、单细胞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和单细

胞精准医疗等方面展开，借助大量先进的核心设备，开发、优化单

细胞生物学中的新方法，为单细胞层次的细胞特性和功能提供新

观点。

单细胞研究法在研究细胞命运决定的分子基础方面非常重

要，因为细胞命运决定了衰老以及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如癌症、糖

尿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单细胞层次的多组学分析将有助于识别

和理解细胞类型和细胞亚群之间的关系。

担任该中心主任的 Jan Vijg，是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系的

教授兼系主任，2014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衰老和癌症的分子遗传学；基因组不稳定，转录调控，衰老和

人类疾病；分子进化和比较基因组学以及个性化基因组学。在生命

科学研究、管理和教学方面拥有 20多年的经验，同时也是干细胞

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具有癌症和再生医学方面的知识背景的

Christopher Heeschen，成为中心第一个全职入职的PI，他以往的研

究尤其关注具有高致瘤和治疗抗性的癌症干细胞及其独特的表观

遗传、代谢和免疫学特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表示，希望中心能够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预防、诊断和治疗等临床应用产品，提出疾病精准干预

和健康管理的有效措施，努力发展成为集基础和临床研究、队列与

干预研究、相关卫生政策研究、健康管理及转化医学研究为一体的

跨学科综合学术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表

示：“我非常期待能看到中心的蓬勃发展，并为未来数十年预防、延

缓或治疗中国社会老龄化带来的疾病（负担）所需的生物医学研究

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愿景是使该中心成为一个真正的单细胞研

究和衰老与疾病研究的国际聚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