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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占据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50.6%出货量的

行业领头羊，苹果在9月推出全新的Apple Watch

Ultra采用了49毫米钛金属表壳、常亮显示屏、针对户

外用户的设计，扩展智能手表作为日常佩戴产品的边

界，也正在拉升整个行业的上升空间。

跨界融合也在智能手表上悄然发生，华为

Watch Buds融合了智能手表和真无线耳机，用户可以

少带一件设备，开拓了智能手表的思路。在Canalys分

析师陈秋帆看来，智能手表高品质使用体验逐步从

新颖的款式和良好的做工质量，扩展到直观的软件、

无缝衔接的生态系统集成和有效的健康追踪上。

其实，智能手表仍然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有待挖

掘，例如在游戏娱乐场景中与VR等设备的多模态

交互应用，在车载场景中对驾驶员状态监测等应用

等。IDC相关研究显示，智能网联汽车中的驾驶员

健康、驾驶状态监测受到用户较多关注和重视，在已

购买用户当中的使用频次较高。

从需求端来看，科技先锋族、时尚潮人族、健康养

生族等拥有明确选购取向的消费群体不断增长，越来

越多的用户对于某些产品性能或特征更加看重。

潘雪菲表示，智能手表需要精细化定位目标人

群、应用场景以及价格段，并将时尚、商务、运动和户

外等元素在设计和功能上做出差异化，配合不同价

位段分布及品牌调性辅助，或将转化更多潜在用户。

2022年第三季度，小米、OPPO、vivo加速完善

其IoT生态体系，积极扩充智能手表产品组合，覆盖

更广泛价格段。“苹果新推出的Apple Watch Ultra

凭借有辨识度的设计受到消费者追捧，带动700美

元以上的市场增长，同时也更加巩固了其在高端市

场的地位。”Canalys分析师陈秋帆指出。

苹果、三星、华为、Noise、Garmin是智能手表

全球出货量排名前五位的品牌，三星、Garmin在利

用其智能手表提升高端生态系统用户体验方面处

于领先地位，其与苹果和谷歌在高端智能手表的竞

争不断加剧。中国厂商积极探索各种应用场景实

现突破式创新，除了寻求与本地专业运动或医疗机

构的战略合作，小米， vivo都在探索搭载第三方

应用，在细分功能领域进行深入开发。

IDC数据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成人智

能手表出货量538万台，同比增长13.3%。Canalys

研究表明，智能手表成为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市

场唯一保持增长的细分消费电子品类。

放眼全球视角，Strategy Analytics数据显示，

全球智能手表出货量在2022年首次达到1亿只，

销量同比增长17%，预计这种增长势头将一直持

续到2027年，2021—2027年复合年增长率10%。

然而，2023年对于智能手表而言依然是充满挑

战的一年，市场决策将面临更多需要多方衡量的问

题。潘雪菲向记者表示，挑战包括产品定位与目标

人群覆盖的考量，产品定价在量与价格之间的选

择，新品拉动需求与库存管理的平衡等问题。这不

仅是对于市场增长的考验，也是对未来市场可持续

发展的长远布局。预计2023年，中国成人智能手表

将呈现恢复性增长，出货量将增长4%。

本报讯 2023年1月10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20年总结大会。中国

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朱高峰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

院长邬贺铨院士、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奚国华

通过线上参加会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

理司司长刘洪生、协会理事长闻库出席会议并致辞。

闻库表示，20年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以国

家战略为指引，以标准化工作改革为动力，以支撑

政府、服务会员、引领行业为宗旨，在网络强国、制

造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征程中，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取得了积极成效。我国信息通信标准化

工作不断满足人们对高品质信息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国内外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晓

慧在会上作协会20年总结报告，从标准研制、平台

发展和20年体会阐述了协会发展历程。她表示，

协会将坚定“四个自信”——“标准自信”“平台自

信”“国际自信”“品牌自信”，力争信息通信标准化

工作开创新局面。会上还向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颁发了协会贡献奖、

杰出贡献奖和卓越贡献奖。 （刘 晶）

健康监测带动
智能手表“水涨船高”

本报记者 卢梦琪
本报记者 刘晶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

应对互联网时代不确定性
开源最具优势

把健康“戴”在手上
随着肌电信号等生物传感技术

不断提升，智能手表在健康监测领
域取得了诸多进步。

最近人们对心率和血氧、肺功能
等指标的关注与日俱增，有健康监测
功能的智能手表收获了一波关注度。
记者近日走进北京王府井苹果终端销
售体验店，智能手表区域人头攒动，消
费者在尝试测量血氧，并询问测量心
率的步骤，讨论声不绝于耳。

鉴于2022年季度中国智能手表
市场收获了首个季度同比增长，年末
这一波“健康监测热潮”能否助力智
能手表市场迎来“小阳春”引发众人
猜测。业内对此持客观评价，健康监
测对于智能手表硬件和软件技术的
要求很高，解决准确度、设计可实现
度、美观度、成本问题才有可能带来
更大规模的推广。

“虽然现在北京疫情趋于稳定，但对心率、血氧

指标还是要持续关注，手表测很方便，所以还是决

定给全家都配上。”记者与一些顾客交谈得知，智能

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大众接受。

健康医疗一直是智能穿戴产品差异化的重

点。随着肌电信号等生物传感技术不断提升，智

能手表在健康监测领域取得了诸多进步，一些厂

商通过获取专业医疗器械认证的方式来打造其

在可穿戴领域的差异化竞争力。

苹果手表可以进行心率、血氧、体温监测。华

为手表已经可以提供专业的心脏健康研究（房颤风

险、心房早搏）、睡眠呼吸研究，华为WATCH 3系

列及华为WATCH GT 3系列不仅支持血氧、睡

眠、心率、压力等健康数据的监测，还加入了多项由

专业机构发起的健康研究，配合慢病管理功能以及

运动健康App带来的其他服务，帮助用户养成自律

运动和主动健康管理习惯。

OPPO手表配置心电分析提示软件，获得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OPPO 在 2022 年 8 月召开的开发者大会上首次

发布自研 OPPO Sense 运动健康算法，在心血

管、运动、睡眠三个重点领域取得核心技术突

破。OPPO 利用穿戴设备，依托 Sense Cardio 算

法，在腕部实现脉搏波传导速度的测量。

虽然一些头部厂商正在朝着专业健康领域努力，

也有一些智能可穿戴厂商近日对媒体公开回应道，受

技术限制，一些智能手表（手环）的血氧测量功能还不

能完全代替医用专业的血氧仪，血氧测量数据不能用

于诊断/医疗用途，多用于日常健身和健康场景。

不过，在部分大众看来，虽然医疗精度不够，但智

能手表能提供大概的健康参考数据也未尝不可取。

IDC 中国助理研究总监潘雪菲表示，长期

看健康监测的确是智能手表市场拓展空间增加

附加价值的主要方向，短期看大众对一些健康

指标更加关注对市场有所刺激，但整体带动力

度不会特别大。一方面因为智能手表尽管具有

越来越丰富的监测功能，但本身是长期佩戴的

具有搭配装饰属性的产品，会在外观设计以及

多功能全面性上有更多附加价值以及带来的额

外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市场上大量医用级别专

业测量仪器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但不可否认

的是，未来用户购买智能手表会更加关注血氧

等相关健康监测功能。

“健康监测对于硬件和软件技术的要求很

高，不仅需要准确度，也需要在手表设计的可实

现度甚至美观度，以及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方案

的成本下降，才有可能带来更大规模的推广。所

以依然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探索。”潘雪菲指出。

游戏和车载场景成为新领域？
IDC研究显示，智能网联汽车中

的驾驶员健康、驾驶状态监测受到用
户较多关注和重视，使用频次较高。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召开20年总结大会

作为信息产业之魂，软件对整个

行业发展作用举足轻重。计算产业

发展到今天，“硬件开放、软件开源”

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两大法宝。日

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在一场题

为“中国开源的崛起”的报告中指出，

从互联网到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

智联，都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而开

源是非常适合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寻求发展的模式；中国开源已经从参

与融入进入到蓄势引领的新阶段，在

新的阶段中，要重视开源平台的建设

和开源创新联合体的建设。

开源是应对互联网时代

不确定性的优势手段

王怀民说，开源软件已经有 40

年的发展历史。前20年，开源软件

更多是以自由软件的形态出现，在这

个过程中受到了新兴的个人计算机

商业软件的打压，虽然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但是在商业实践上并没有取得

成功。后20年，也就是进入21世纪

的20年中，开源软件蓬勃发展。

“互联网时代，新兴企业都是基

于开源模式发展起来的，而过去‘闭

源’中形成的软件巨头，似乎在这个

时代黯然失色了。”王怀民说，“这是

偶然原因吗？我认为要从开源创新

的生态演化视角来追寻原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人计算机

软件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开源软件，至

少在商业领域是成功的。原因是当时

计算机发展的主流是个人计算机，个

人计算机的软件是确定性时代的确定

性的软件门类。“微软公司的软件是由

一家企业来组织，以工程化的方法来

开发，有效控制了所谓的软件分支。

这是‘大公司模式’，以一己之力满足世

界对于个人计算机软件的需求。这种

商业模型必须有效地控制源代码，以

抑制竞争。”王怀民表示，“其中存在一

个巨大的挑战，每一个版本都是由微

软公司一家承担其演化发展的成本。

这种模式下，很难看到有价值的分支

版本产生。”因此“大公司模式”在互联

网时代的适应力就大大降低了，也可

以说它适应变化的效率和成本，是单

独一个公司难以承受的。

Linux 社区的发展经历也很好

地说明了这一点。Linux 在个人计

算机操作系统版本上的商业发展并

不算成功，但在互联网时代，无论在

云计算中还是在移动互联网中都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种昆虫繁

殖的模式，在开源社区中，Linux 内

核是“卵（种子）”，每一次被复制“繁

殖”和“变异”的成本较低，可被环.境

选择的后代很多，面对不确定的未

来，被选择成功的概率较高，优质后

代可以持续涌现。

开源创新

成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

而在互联网之后，世界的不确定

性进一步加强。王怀民认为，互联网

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还将延续，它将以

人、机、物三元融合，万物智联的形态

进一步发展。

国家大力推动的“数字经济”的

发展形态，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中，明确提出“支持数字技

术开源社区创新联合体发展，完善

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系，鼓励企

业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

用服务”。工信部出台的“软件和信

息技术发展十四五规划”中也强调，

开源重塑软件发展新生态，培育重

点开源项目，建设优秀开源社区，提

高开源治理能力。

王怀民说，过去20年，我国企业

积极融入国际开源生态，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CSDN统计，开源解决

方案在中国大量涌现，已经成为常

态。“更可贵的是，我们看到在国际上

具有主导性、引领性的一些代表性开

源项目，我国企业在其中做出了重要

贡献。”王怀民说，“华为把开源项目

openEuler、OpenHarmony 贡献给了

新成立的开放原子基金会，我们今天

已经不能把openEuler简单看成为一

个云端操作系统，它与OpenHarmo-

ny相连接，要形成‘云边端’的一体

化，以此来应对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变

化的世界。这些软件开源后，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上面提到的变异过程中，

来适应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是非常

可喜的一个状态。”

我国开源发展需要

强大的开源创新平台支撑

中国开源蓬勃发展，而在从“参

与融入”到“蓄势引领”的崛起过程

中，还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

王怀民表示，其中有两个问题要

受到高度重视：一是开源平台的建

设，二是开源创新联合体的建设。“中

国开源产业的崛起，需要有强大的开

源创新平台的支持。

中国开源的发展需要构建面向

未来的分布式、智能化、国际化的新

一代开源创新平台；共同制定开源

标准体系，并推向海外，逐步成为国

际产业标准；推动国内基础设施企

业出海，提高主导全球开源创新发

展的能力。

王怀民表示，新一代开源创新平

台的资源底座是基于云计算的，也就

是由多家云服务主体提供的多云的、

分布式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开

源创新基础平台。目前使用最多的

开源创新平台是美国的Github，国内

也出现了Gitee，近期中国计算机学

会又发布了 GitLink，以此构建开源

的基础服务，比如数据服务、用户服

务、内容服务，特别是资产托管服务，

保证知识产权有效地支持，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提供开源社区的功能模块，

例如协同设计开发模块、运行维护模

块、用户交流模块等，形成一种De-

vOps的云原生的循环。

“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支持像

openEuler、OpenHarmony 等开源项

目，在这个平台上生长出有国际影

响力的社区。”王怀民说，“这样的平

台需要有开源创新联合体的有效支

持，中国计算机学会已经成立60周

年，是一个连接产学研的学术组

织。2021年，中国计算机学会成立

了开源发展委员会，远景使命和价

值观就是为开源创新服务，成为开

源创新的汇聚力，坚持创新、开放、

协作、共享的价值观。”过去一年开

源发展委员会主要聚焦了三项任

务：构建开源平台、孵化开源项目、

培育开源人才。中国计算机学会发

布的 GitLink，就是把国内支撑开源

创新发展的基础服务连接在一起的

平台体系。“GitLink就是在云际计算

的平台上运行，希望能够为学术界、

教育界的创新项目孵化提供支持和

服务。”王怀民说。

最后，王怀民院士提出倡议，希

望产业界能够共同筑牢开源平台，

共建开源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