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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谷歌、苹果、三星推出了智

能眼镜和智能手表之后，可穿戴市

场就开始一窝蜂地热闹起来，除了

微软、英特尔等诸多国际IT巨头的

加盟，来自中国的东软、小米、腾讯、

百度、盛大果壳等等也纷纷介入此

市场。但 IDC 中国研究总监王吉平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坦

言，事实上可穿戴设备市场的增长

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猛烈”，无论是

时髦类可穿戴设备市场，还是健身

类可穿戴设备市场，都显示出一定

的“局限性”，如何找到可穿戴更“务

实”的服务就成为这个市场持续启

动的关键。

可穿戴市场“局限性”显现

因为产品存在缺陷、缺乏
实际有用服务等原因，可穿戴
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

市场普遍预期，可穿戴设备将

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又一个大规

模增长的市场，也因为这样的判断，

大批企业涌入这个市场，从手机制

造商、传统IT设备供应商到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纷纷介入。有观点认为

2013年为可穿戴设备发展的元年，

2014 年将进入可穿戴市场发展的

爆发期。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 IDC 的数

据显示来看，2014年可穿戴设备的

出货量为 2000 万台，而且未来 5 年

的复合增长率为 78%，到 2018 年出

货量才达到1亿台。在王吉平看来，

因为目前可穿戴设备缺乏更实际的

应用，所以市场的发展速度并不能与

智能手机相提并论。目前可穿戴设备

主要分为三类：手表类可穿戴设备、

手环类可穿戴设备、眼镜类可穿戴设

备，主要功能属性还是集中在“秀”时

髦以及展示“健身”数据上。

今年年初，许多 Fitbit Force 用

户发现自己的手腕上出现皮疹和水

泡，而这些症状是由手环的材料和上

面的不锈钢引起的，为此该公司大范

围召回了 Fitbit Force 智能手环。与

此同时，因驾驶汽车佩戴智能眼镜有

可能引发分神导致车祸尚无定论，所

以包括英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已经禁

止了佩戴可穿戴眼镜进行驾驶。事实

上可穿戴设备的产品存在缺陷性还

不仅仅是这些，更关键的是对数据记

录的精准性以及缺乏实际有效的应

用，使得可穿戴设备市场并不如预

期。从全球范围来看，据不完全统

计，到目前为止全球共开发的266款

可穿戴设备，其中已经有 23 款停止

生产。超过半数的美国健身跟踪设

备客户已经不再使用这些设备，1/3

的客户使用不到6个月。高通生命公

司商务拓展主管卡比尔·卡萨古德

建议开发者停止围绕活动跟踪设备

市场开发产品。

在中国，从2013年以来，咕咚网

与百度、富士康、小米、果壳、联想等

互联网与手机以及其他IT企业纷纷

推出了相关的手环、戒指、手表类可

穿戴设备。但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可

穿戴设备依然主要复制国外可穿戴

设备功能，真正具有创新性和革命

性意义的产品并不多。如果仅仅是

记录心跳、消耗脂肪，在社交媒体上

晒晒数据、晒晒照片，其实新鲜劲一

过，很难再吸引人们持续使用。

因为产品存在缺陷、因为缺乏

实际有用服务等诸多原因，导致可

穿戴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陷

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

找到真实人群启动服务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开发
可穿戴设备的视角从“时尚、
时髦”回归到理性务实。

事实上可穿戴设备并非没有真

实需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低收

入者才是可穿戴设备的最大受益者

和“刚性”需求者。全球目前有 2 亿

弱视人群，视力障碍患者被迫在家

或者附近生活，这样的可穿戴设备对

于他们来说就是“必需品”，而不是可

有可无的“保健品”。根据皮尤基金会

的一项研究，45%的美国成年人至少

患有一种慢性病，没有慢性病的人中

只有19%追踪自己的健康指标，如果

使用可穿戴设备跟踪健康指标数据，

就有可能让他们远离医院，获得更好

的健康保障。

《连线》杂志日前就曾撰文分析

可穿戴设备市场：“我们统计了更多

的步数，记录了更多的睡眠类型，分

析了更多的活动。数据虽然越来越

多，但我们还是缺少常识。”这些常

识正是数据的价值所在，也是服务

的价值所在。所以如何能够将可穿

戴设备所记录下来的“端”数据与后

端更多拥有“常识”与“经验”的机构

和数据进行整合来提供更务实有用

的服务，就成为开启可穿戴设备市

场的关键。

王吉平坦言，目前可穿戴市场的

实际增长数字不如想象，最关键的原

因是行业中企业缺乏“务实”的精神

和更大的“想象”，如果能够将“端”+

“云”+“服务”进行更好的整合，这个

市场到 2018 年的出货量应该不止 1

亿部。而可穿戴设备市场发展的关键

在于物联网，如果这些可穿戴设备能

够与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医疗

等等更多的服务与应用整合，一定能

够带来更大的发展和想象空间。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开发

可穿戴设备的视角从“时尚、时髦”圈

子回归到理性务实的维度。微软近日

宣布正在研发新型可穿戴设备，皆在

帮助视力障碍患者增强对周围事物

的感知。这款设备主要的目的就是帮

助视力障碍患者在城市里穿梭，或者

在闹市区通过传导提供相应的指导，

利用GPS beacons系统和其他云端系

统协助视力障碍者日常出行。

东软在中国也是可穿戴设备市

场重要的竞争者，和其他时尚类可

穿戴服务目标定位不一样，东软希

望其可穿戴设备与东软在医疗领域

的资源整合，应用于包括农村在内

的市场。如果佩戴这样的设备，人们

就无需跑到遥远的城市看病，医生

透过设备采集的数据即可为病人提

供远程的精准医疗服务。

百度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认

为，现在制造出一个硬件设备并不

是难点，难点在于哪些数据是有价

值的。当他询问医生获知现在佩戴

手环所收集的数据并不能治病之

后，他果断将百度推动可穿戴产品

方向调整到“百度筷搜”这样的概念

产品上，通过筷子去检验是否是地

沟油、是否重金属超标，为消费者提

供此类的健康服务。而此前百度曾

与咚咚网联手推出过咚咚手环。

据有关信息透露，腾讯将于明

年推出自己的可穿戴产品，只是现

在方向尚不能透露。而除了自己做

可穿戴设备，腾讯在这个领域更大

的策略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开

放的价值链与关系链，让大家在其

上实现更大的“设备”+“云”+“服务”

的整合，让更多的创意发生，这才是

用真正的互联网思维做可穿戴设

备、做智能硬件应该有的玩法。

王吉平坦言，腾讯做可穿戴设备

的差异点在于释放“社交”的价值，而

阿里巴巴在可穿戴领域的焦点集中

于移动支付上。最近马云到访苹果公

司，这给阿里巴巴与苹果方方面面合

作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无论如

何，未来可穿戴设备的出路一定是在

整合上，谁能够在“端”+“云”+“服

务”上找到更多的价值点，谁就能够

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穿戴设备：“端+云+服务”亟待整合

目前，人们对可穿戴产品的期待越来越高，

考虑到相对价值和必要性方面，以健康追踪为主

导功能的可穿戴设备无疑是时下创业的热点。由

于新酷的概念和创意，不少可穿戴产品一上市便

受到用户追捧。然而，在经历了一段使用时期后，

普遍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功能的差异化等方面有

了更清晰的需求。作为拥有 70 年历史的元器件

厂商，村田在产品研发方面始终注重用户体验。

为了使设备“穿戴”在人体上没有不协调感，村田

致力于发展传感与通信技术。

高精度、反应灵敏
的传感技术

村田的 MEMS 传感器产品，如加速度传感

器、陀螺仪传感器等产品的高可靠性在汽车电子

特别是主动安全领域可谓是家喻户晓。同样应用

了 MEMS 技术的最新气压传感器，非常适用于

可穿戴设备。它不仅实现了尺寸的小型化，内置

信号处理 ASIC大大简化开发者开发难度，更重

要的是“精准定位”。一般的气压传感器只能监测

用户在哪个楼层，而该产品可以监测到在哪个台

阶。如果再结合其他传感器就可以根据气压值的

变化，更精确判断穿戴者的运动模式（如是平地

运动还是攀登运动等），使得精准地计算出实际

消耗的卡路里。不仅如此，该产品通过测量气压

值，可以计算出海拔的高度，再结合GPS导航就

能实现精准定位。同时还可以对所测得的气压值

进行分析并预测天气情况。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多功能以

及微体积的发展趋势，村田采用了

表面封装型NTC热敏电阻和厚度

大 约 100μm 的 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研发出了可弯曲

的薄膜温度传感器，使其在复杂的

构造和狭窄的空间里也能够灵活

地进行布线。该产品元件部热容量

小，具有优越的热响应性，如果应用

在可穿戴设备上可以检测用户的

体表温度。同时，该温度传感器可以

检测移动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

等）的机体温度，实现机体的过热保

护，增加设备的使用寿命。国际知

名的可穿戴设备公司已经采用了

该传感器，产品很快就会发售。

实现了超小型、低功耗
的通信技术

村田的通信模块内置天线，尺寸和功耗都是

世界最小级。其中 Bluetooth® Smart模块的尺寸

和功耗为公司以往产品的1/4，只需纽扣电池就

可以达到数个月甚至数年运转效果，在无线通信

领域实现了超小型、超低功耗。同时，能够与支持

Bluetooth® Smart Ready 的产品进行通信，支持

Network Processor 以及 Stand Alone 的两种结

构，能够以 Murata Simple Data Profile （MS-

DP） 简单地进行任意数据的收发信 。

除了传感与通信技术之外，村田还有众多技

术贡献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村田的微型DC-DC

转换器，应用了村田独创的材料技术、多层陶瓷

基板制造技术、电路设计技术。内置电感器和具

有抗电磁干扰 （EMI） 性能的铁氧体基板，而通

铁氧体基板上又安装电源IC和用于此电源的输

入输出端的电容器，有效实现了超小型、抗电磁

干扰的特性。继 2012 年村田发布 008004 世界最

小尺寸电容之后，2013 年相继又推出了同样仅

有 0.25×0.125mm 大小的电感器以及铁氧体磁

珠等产品。该尺寸的元件较现有最小的尺寸再减

小 75%的体积，在小型便携设备发展浪潮中，村

田的小型化技术依然独占鳌头。

在中国，可穿戴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有非常

多的参与者，创造了各式各样产品，对这个产业

发展起到了牵引作用。它的科技感、时尚感吸引

着大众消费者，大家对这个市场今后巨大的成长

性也抱着相当高的期待。村田将秉承创新理念，

不断实现可穿戴设备的技术革新。

村田的传感与通信技术
为可穿戴设备的未来发展做贡献

本报记者 李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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