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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

可穿戴终端：市场红火难掩应用窘境

本报记者 丹璐 欧阳高兵

市场大热 有望翻倍增长

根据 IDC 的预测数据，今年全
球可穿戴设备的出货量将超过1900
万台，增长超过200%。

在智能终端市场，传统的 PC 业正面

临萎缩，智能手机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快速

发展也逐渐趋于饱和，呈现出缓慢增长的

态势。高通执行董事长保罗·雅各布在媒

体面前预言：5 年后可穿戴设备将取代智

能手机成为主流。索尼 CEO 平井一夫也

表示，智能手机市场的火热将逐渐转移至

其他领域，可穿戴设备就是其一。根据

IDC 的预测数据，今年全球可穿戴设备的

出 货 量 将 超 过 1900 万 台 ，增 长 超 过

200%。艾媒咨询市场调研数据也显示，

2013年我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为675

万台，市场规模约 20.3 亿元；预计到 2015

年，我国市场可穿戴设备出货量将达到

1780万台，市场规模约达59.2亿元。

在今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世界

移动通信大会MWC以及德国柏林消费电

子展 IFA 上，可穿戴设备的每一次亮相都

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智能手表、智能手

环、虚拟现实头盔、可充电的智能背包等各

式各样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作为下一代

智能终端产品，可穿戴设备正开启一个全

新的市场空间。以时下最热门的可穿戴设

备智能手表为例，按照Strategy Analytics可

穿戴设备服务部门的研究数据，目前全球

智能手表市场年均增长达 750%。可穿戴

设备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就目前来看，可穿戴设备常常作为智

能手机的配件，配合智能手机使用。未来，

可穿戴设备还将与其他产业融合，如向移

动支付、导航、健康追踪、服务业等领域延

伸，从而衍生新的业态。

厂商扎堆 产品五花八门

由于前景乐观，来自PC、手机、
家电等各领域的硬件厂商，及面板、
芯片等产业链上游企业也投身其中。

一直耕耘在 PC、手机、家电，甚至互

联网领域的软硬件厂商近两年都将目光

聚焦到可穿戴设备市场，苹果、三星、华

硕、摩托罗拉等众多 ICT厂商相继推出了

可穿戴设备，有些甚至已经是第二代、第

三代产品。在看到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前

景之后，包括面板、芯片等在内的产业链

上游企业也开始发力。索尼就针对可穿

戴终端开发出了尺寸为 0.23 英寸的微型

有机 OLED 面板，预计 2015 年供货。同

时，包括三星、高通、英特尔等在内的国际

厂商也争相推出适用于可穿戴设备的芯

片解决方案。另据记者了解，我国南方一

些原本制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代工厂

商也在寻找新的赢利项目，可穿戴设备就

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随着厂商的扎堆跟进，可穿戴产品也

五花八门，其中最热门的当属智能手表。

虽然苹果早就提出了智能手表的概念，但是

三星、LG等不少厂商都走在了它前面。三星

最新的Gear S就是一款具备3G通信功能的

智能手表，插上 SIM 卡后就可独立使用；

MOTO 360创新地采用了圆形表盘设计，还

支持语音操控；华硕的 ZenWatch 能接打电

话、远程拍照、演示控制，还支持健身追踪、心

率监测等。在这些产品陆续上市之后，Ap-

ple Watch的亮相也不那么惊艳了。除了智

能手表，厂商也在探索更多的可穿戴设备。

索尼近来发布的智能手环SmartBand Talk不

仅能够进行健康管理，还能防水防尘、拨打电

话；三星也推出了虚拟现实头盔Gear VR和

Gear Circle，而此前，国内厂商酷派也推出了

与其智能手机互联的虚拟现实头盔。

虽然在厂商看来，可穿戴设备前景广阔，

但对消费者而言，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

价格还相对较高，这也是消费者选购时犹豫

的原因之一。同时，目前可穿戴设备领域也

还没有出现明星产品，从智能手环到智能手

表，大都功能简单，即便是Apple Watch也鲜

有新意。

同质化明显 应用匮乏待丰富

目前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产品
大多都是智能手机的延伸，其功能依
然是对智能手机功能的简单移植。

尽管可穿戴设备的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但目前各类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

产品的功能仍然十分单一，应用非常匮乏，同

质化现象还比较严重。虽然运动监测、睡眠

监测、心率监测、NFC 和声音识别等功能已

经出现在各类可穿戴设备上，但是却没有杀

手级的应用及软件平台支持。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目前智能手表、智

能手环等产品大多都是智能手机的延伸，其

功能依然是对智能手机功能的简单移植。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能够实现的功能，智能

手机也基本可以做到，因而差异化的特色功

能还十分缺乏，对用户难以形成长久的吸引

力，难以实现较强的用户粘性。用户体验亟

须提升。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Endeavour Partners

研究发现，目前有 1/3 的美国消费者会在购

买可穿戴设备 6 个月之内停止使用该产品。

同时，尽管有1/10的美国成年人拥有某种形

式的运动追踪器，但多达半数的用户已经停

止使用自己的设备。而市场研究公司 CCS

Insight 在 2013 年秋天对 1500 名美国和英国

的智能手表用户进行的调查显示，在拥有智

能手表（或健身追踪器）的用户中，40%的用

户已停止使用该设备，有的是因为厌倦了此

类产品，有的干脆忘记佩戴。

除了应用缺乏、产品过于同质化外，以

与智能手机相对应的芯片和系统解决方案

来做可穿戴设备也带一些问题。业内人士

指出，目前大量可穿戴设备创业公司都使

用 Android 系统来实现智能化，但普通的

Android系统要经过大量的定制化修改才能

适应各种可穿戴设备。同时，Android 系统

的耗电量也比较大，普通 Android 手机基本

上需要一天一充电，倘若智能手表、智能手

环等随身佩戴的产品也要每天充电，将大大

损害用户体验。

LG G Watch R采用一块1.3英寸OLED
圆形屏幕，尺寸上略小于Moto 360，但分辨率更
高，达到320×320。在配置方面，这款智能手表搭
载Android Wear平台，配备1.2GHz高通骁龙
400处理器，拥有512MB RAM和4GB ROM

内存，并支持IP67防水。Watch R也具有健身
追踪功能，如可对徒步统计、海拔高度、自行车
骑行速度等进行监测。该款智能手表由于采用
OLED 屏 ，在节能方面表现出色，再配合
410mAh电池，拥有较强的续航能力。

索尼Smart Eyeglass具有“双目并用”的显
示功能，可以让内容显示得更远。这款产品
还配置了内嵌式摄像头、麦克风，以及类似于
智能手机的传感装置，如加速计、陀螺仪和指
南针等。用户在观看足球赛时可以从眼镜中
获得最新比分和球员名字等信息，还能发送

和接收消息，甚至可以获取“未接来电”等提
示信息。这款智能眼镜能通过独立的连线控
制器进行操作，还可以通过与Android手机配
合来运行。不过，目前此款智能眼镜的相关
应用还只能在手机上运行，且需要通过蓝牙
或WiFi等方式与手机进行互动。

Apple Watch的发布为可穿戴设备的市场再添一把火。而在此之
前，以三星、LG、索尼等为代表的国际厂商，以及包括小米、酷派等在内的
国内厂商，也都纷纷推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虚拟现实头盔等五花八门的
可穿戴产品。在传统PC业不断下滑、智能手机市场增长趋缓的当下，可穿
戴设备被厂商视为下一代拉动市场增长的新引擎。而根据多家研究机构
的预测数据，今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有望实现翻倍增长。不过，目前可
穿戴设备在产品设计、功能设置等方面同质化明显，在软件上仍缺少杀手
级应用，在传感器、芯片等相关产业链上也还需要更多支持，这些也都成为
阻碍可穿戴设备发展的掣肘。

智能手表

Apple Watch是苹果推出的首款智能手表，
分为普通版、运动版和定制版3个版本，因此在
材质上略有不同，分别采用铝、18k黄金和装饰
合金的材质。在外观上，Apple Watch采用蓝宝
石屏幕，有银色、金色、红色、绿色和白色等多种
颜色，同时还有1.5英寸和1.65英寸两种尺寸。

Apple Watch采用全新的系统，在健康方面，苹果
针对性地推出了 Fitness 和 Workout 两款新应
用。与其他智能手表一样，Apple Watch具有显
示通知、日程，支持导航、播放音乐、打电话、接收
短信等功能，同时还支持健康监测和siri，并能与
iPhone 5以上的iPhone设备相连接。

苹果Apple Watch

三星Gear S

三星 Gear S 配备一块了 2.0 英寸的曲面
Super AMOLED 显示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具有出色的显示效果。这款智能手表扩展
了多种网络连接功能，除了蓝牙、WiFi之外，
用户还可以登录 WCDMA 3G 网络，即使没
有智能手机也能接收来自互联网、日程表以及

应用程序的通知提醒。Gear S还增加了键盘
输入功能，用户可以实时回复信息，或利用升
级的 S Voice 来处理任务。通过内置更多增
强型传感器，Gear S 拥有强大的健康监测功
能，用户可以实时掌握自己的运动情况和体能
状态。

Moto 360

Moto 360采用优质真皮表带和1.56英寸
的圆形表盘设计，屏幕由康宁Gorilla Glass 3玻
璃制成，重约60g。在功能上，该款智能手表支
持音频、导航、语音操控、消息提醒等功能，并内
置了计步器、心跳频率追踪器、手腕晃动启动器

等。另外，Moto 360具有IP67级防水性能，能
够在1米深的水里浸泡30分钟。值得一提的
是，Moto 360兼容任何运行Android4.3或以上
系统版本的Android手机。也就是说，近几年的
Android旗舰手机大都符合这一要求。

LG G Watch R

智能眼镜

东芝智能眼镜

东芝眼镜采用与谷歌眼镜不同的投射方
式，能将需要的内容直接投射到内层的反光
玻璃镜片上（像微型投影仪那样）。眼镜所用
的投影模块质量非常轻，因此整个设备看上
去更像是一副普通的塑料框眼镜。东芝眼镜
首次亮相时还是原型机，需要通过一根数据

线与智能手机相连接之后才能正常使用，因
为该眼镜并未内置电池和处理器等模块，所
以说这款设备更像是一款概念型产品。东芝
表示将会为这款智能眼镜推出一整套包含软
件和服务的解决方案，设备将主要面向企业
客户生产，最终可能不会推出消费者版本。

索尼Smart Eyeglass

智能手环

小米手环

OPPO O-band

小米手环大约有两根手指宽，可嵌入橡
胶腕带，再佩戴在手腕上。该款设备正面为
不锈钢面板，上有3个指示灯，背面印着小米
LOGO，充电时需将本体设备插入专属充电
器。小米手环可以作为小米机的开机解码
器，能监测运动和睡眠数据，还可以当闹钟，
即使洗澡时也不用拿下来，CP值超高。小米

手环与现有的智能手环功能大同小异，需配
合App使用，可以监测计步数据、热能消耗、睡
眠品质等，且具有IP67防水、30天超长待机等
特色功能。搭配小米手机后，小米手环可以
当解锁工具，用户只要带着手环就能直接使
用手机，无需再解锁。小米手环未来还将与
支付功能相结合，挖掘更丰富的应用可能。

OPPO 的智能手环 O-band 采用点阵式
LED 曲面屏，屏幕与表带浑然一体。该款手
环可提供接听、闹钟、计步、睡眠监测、静坐提
醒等功能，并兼有遥控拍照、防盗功能。另
外，O-band 还与百度可穿戴设备品牌 dulife
合作，能提供数据云端备份、大数据分析等云
服务。O-Band 的主要功能是运动追踪和睡
眠监测，通过手环内置的传感器，这些数据可

被记录、收集起来。尽管O-Band上也有LED
点阵屏，但它能显示的数据还很有限，因此需
要在手机上安装O-Band应用。O-Band智能
手环还有一些非常人性化的功能，比如遥控
拍照、震动提醒等，这些功能也都需要在手机
上内置的O-Band应用中进行设置后才能使
用。同时，O-Band智能手环本身的固件升级
也离不开O-Band应用。

智能头盔

LifeBEAM智能头盔

以色列科技公司LifeBEAM今年推出一款
智能头盔，内置实时心率监测器、卡路里计算
器、蓝牙连接等功能。利用嵌入头盔的传感器，
该款产品可对生命体征和心率、血流量、血氧饱
和度等指标进行远程监测。这款智能头盔相比
早期版本进行了诸多调整，加入了高精度的心

率和卡路里测量功能，其搭载的传感器技术已
在不同场景、温度等条件下进行过测试。据称，
该头盔充一次电可满足一个月的使用需求。此
外，该产品的头带和经过重新设计的外壳会给
用户带来更加舒适的体验，其运行也不会受到
用户动作、汗液或恶劣天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