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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行的国际
消费电子展上，“物联网”三个字简直
要把每个人的耳朵磨出茧子。其实，
物联网产品并不新鲜，这一概念也已
炒了多年，为什么今年这么热，物联网
究竟有什么了不起？

自上世纪9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
提出“物联网”以来，人们至今没有对
这一概念的准确定义达成“广泛共
识”。有人说，物联网是让所有能够被
独立寻址的物理对象实现互联；有人
说，物联网是多种新兴技术的结合体，
其关键词为感应、互联、数字化；还有
人认为，物联网就是通过智能设备基
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一张更大的网络
……

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干完活回家，
“见到灶上有香喷喷的米饭，茶壶里有
烧开的热水”……炫目惹眼的“物联
网”产品，就好像中国神话故事里的

“田螺姑娘”。
“众说纷纭”正是技术方兴未艾的

一个表现。美国消费电子协会公布的
数字显示，到2020年，物联网将形成一
个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市场。调查显
示，20％的宽带家庭会购买至少一种
智能家庭设备，如智能门锁、智能室内
温度调节器、智能电灯等。

尽管物联网产品已出现多年，但
从本届国际消费电子展不难看出，物
联网领域正在日益形成一个巨大市
场。从智能穿戴到智能家居，从智能
机器到智能汽车，900多家参展商纷纷
亮出物联网最新产品、服务和技术，办
起史上最大的“物联网展会”。大牌公
司自然不会把市场拱手相让，比如三
星公司就承诺说，到2020年，该公司销
售的每一种产品都将是物联网产品。

物联网市场火爆是技术发展的必
然。首先，“始终联网”的消费者超过
以往任何时期，智能手机日益普及。
数据显示，全球现共有20亿智能手机
用户，而智能手机正是眼下物联网技
术发展的核心产品。

为了迎合消费者对更丰富、更多
沉浸式内容的需求，平板电脑越来越
小，智能手机越来越大，介于两者尺寸
之间的“平板手机”应运而生。前几年
产品尺寸变化不大的智能手机厂商，
今年不约而同地在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推出大屏。

随着新的互联网协议 IPv6 的推
广，可用的网络地址指数式增加，“万
物皆联网”成为可能；物联网产品通常
需要配备可以收集用户和环境数据信
息的传感器，传感器成本下降、技术发
展和普及，极大驱动着物联网的进步；
数字化医疗保健、汽车自动驾驶技术
等应用方面的需求，也在提升物联网
的技术和市场。

当然，在数据信息的使用、收集和
获取方面，物联网技术也面临着隐私、
安全和标准制定等方面的挑战。

也许物联网究竟该如何定义并不
值得纠结。正如中国物联网产业最上
游的芯片创业公司北京联盛德微电子
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庆对记者所说，很
多年前人们曾经对“电是什么”争论不
休，但在电普及后就平息了，等物联网
普及的那一天，一切都会自然而然。

奔驰概念车：车轮上的会客室

1月10日，为期4天的国际消费电
子展（CES）在美国拉斯韦加斯正式闭
幕。作为每年的科技盛会，CES展出的
产品代表了一年电子消费品的主流趋
势。今年有超3500家来自全球各地的
科技企业汇聚拉斯韦加斯，中国企业就
占了1/4，达到871家之多。而作为世
界上最大智能手机和PC市场，中企一
举一动都颇受瞩目。

尽管举办方宣称,CES场馆面积
总和相当于35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从
世界各地涌来的科技企业、媒体以及
参观者仍然让现场拥挤不堪。

汽车成为展会重头戏

与去年CES明显不同，以往很火
的智能手机今年开始降温。除了配备
高通最新芯片的LG曲面智能手机之
外，仅有几款重量级的手机发布。而
往年仅仅是凑热闹的汽车，本次却成
为CES展会上的一个重头戏。

去年奔驰仅仅展示了一款与汽车
相连的智能手表，而今年奔驰则是发
布了应用自动驾驶技术的概念汽车。
同样将CES当成主场的还有宝马、奥
迪、福特等汽车商。宝马将应用商店

类型的 Connected Drive Store 搬
到汽车上，该功能可将汽车变成一部
智能手机，当有网络连接的时候，驾驶
员可以在家或车上下载一系列车载
APP。

对于智能汽车同样感兴趣的还
有英伟达、高通等传统的芯片厂商，
他们也推出针对行车优化的芯片以
及系统解决方案。此外，黑莓、苹果
等厂商都在竞争未来汽车操作系统
的先发优势。

智能家居点亮生活

除了汽车，智能家居热也是本届
CES一大亮点。日本厂商松下推出的
虚拟交互的镜子，可以让用户尝试不
同风格的发型以及妆容，还能根据用
户皮肤的状态给出更好的美容建议
等。而海尔、三星、LG推出的智能冰箱
都可以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对冰箱
内部进行监测，并及时提醒补充食物。

尽管CES吸引越来越多的厂商
参与其中，但是作为科技行业的三巨
头，微软、苹果、谷歌对于参与CES并
没有多少激情。微软缺席多年，今年
打破惯例，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发布

Surface Pro3限量版本而已。

中国展商吸引眼球

而“来势汹汹”的中企此次在CES
展会上表现亮眼。

中兴推出6寸屏幕的Max+，售
价仅199美元，被预测为今年美国运
营商定制机中的热销款。中兴副总裁
毛谦告诉记者，中兴产品销量已经超
过苹果、索尼、诺基亚，成为美国第四
大智能手机厂商。中兴正在努力改变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产品价格廉价、质
量不高这一刻板印象，未来将推出更
多高端和创新的产品。

中国家电制造商海信集团展示
全新的电视及包括饮料分配器Chill
在内的多款电器。海信集团副总裁
林澜接受采访时透露，Chill 类似于
汽水自动售卖机，将在美国最大仓
储量贩商店好市多出售，价格约为
600美元。

联想在CES中揭开一系列全新
PC、移动设备面纱，包括超轻薄的13
寸笔记本电脑LaVieZ，该电脑仅重
780 克，被视为挑战苹果的一款新
品。尽管没有发布新款设备，但华为

的Mate7在CES展馆大受参观者好
评，华为的荣耀系列智能手机也在美
国CES上面亮相。

TCL则发布了经过吉尼斯认证的
110寸最大曲面4K电视，在CES展馆中
只有三星有相同尺寸产品，而海尔最大
的曲面电视不仅达到105寸，还有5K高
分辨率，可以带来更清晰的显示效果。

此外，其他中国厂商也拿出自己
的产品，蜗牛游戏的BOX游戏主机是
目前最强大的安卓设备，来自深圳的
众多企业也带来各种创新性的可穿戴
设备，许多产品摆脱“山寨”的影子，不
乏创新的亮点出现。

亚洲消费电子展
5月登陆上海

鉴于中国的重要地位，CES副主
席Karen Chupka透露，今年5月他
们将在中国上海举办CES Asia（亚
洲消费电子展）。

彭博社评论称，中国目前已经超
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智能手机和
PC市场，而CES准备打造亚洲版的
CES，体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重要
性。 （综合）

那些来自未来的汽车
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的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英文
简称“CES）向世界展现了汽车行业
未来发展的重要发展趋势——智
能化、电气化、互联性。

梅赛德斯-奔驰F 015 Lux-
ury in Motion代表了无人驾驶汽
车未来的发展趋势。革命性的内饰
概念是这款车型的一大亮点。颠覆
传统的驾驶舱设计核心理念是可变
座椅系统。前排两把座椅可在无人
驾驶模式时向后旋转180度，使前
后排乘客可以舒适地面对面零障碍
沟通，随时将汽车变为“车轮上的会
客室”。另一大亮点是汽车、车内乘

客与车外环境的持续信息交互。根
据车内座椅位置的不同，仪表板、后
排以及车门侧面饰板中完美集成了
6个显示屏幕，使每个座位上的乘客
可无死角随时了解车辆信息并与车
辆交互，将车内变成了科幻感十足
的数码世界。乘客可以通过手势、
眼神追踪或触屏的方式来直观地与
联网的汽车互动。即便车主离开车
辆，智能系统依然可以通
过车主的智能手机或可
穿戴设备识别自己的主
人，为车主敞开大门。

宝马展示了 iDrive
系统的触屏化操作，并提

供手势指令的识别功能。iDrive
系统将提供专门的手持控制显示
器，能够与车载屏幕实现同步操
作，即使坐在后排也可方便操控。
它还能够通过附带的SIM卡设备
接收实时交通信息。

大众汽车今年将引进Mirror-
Link（一种车联网标准）、CarPlay
（苹果）以及Android Auto（谷歌）

系统，增强了
与智能手机
的 互 动 性 。
此外，手机电
子钥匙启动
车辆、半自动
倒车入库、自

动对接充电桩充电等功能也将逐
步推广。

福特展示了将搭载在新款车型
上的SYNC 3车载娱乐通讯系统，
配备了更加灵敏的对话语音识别技
术，一个形似智能手机的触控屏幕
以及更易识别的图标。

除了众多车企，一些IT厂商也
热情地参与到“未来汽车”的软件
和硬件设计中来。英伟达在拉斯
韦加斯展示了下一代移动超级芯
片——Tegra X1，它既可以用在
平板电脑上，同时可用于汽车系统
上，能够实现辅助驾驶，避免发生
碰撞，同时可能实现完全自动驾
驶。

消费引领时尚

2015年拉斯韦加斯CES大会上，更
具颠覆和突破价值的智能家居、智能电
视、可穿戴设备和汽车、IT跨界则成为最
大亮点。哪些最顶尖的技术和产品将改
变我们的生活？下面为你盘点部分酷炫
的新科技产品。

根据脑电波定制音乐

感觉压力山大？来自myBrain公司的
产品Melomind可以帮助你放松。这种头
戴设备像标准的脑电图扫描器(EEG)那样
测量佩戴者的脑电波，然后把脑电数据实
时发送到移动应用上，应用会使用这些数
据来播放适合用户当下心情的音乐，以帮
助你放松从而减压。这款产品配有智能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APP来播放歌曲，其
本身并没有耳机或扬声器。

这款产品预售价为 299 美元，计划在
年底之前投入销售。

电动“风火轮”

Rolkers是全球首个电子轮轴行走器，
当你的鞋底“连接”上这种适用于各种尺
寸鞋子的个人交通配件后，能以11.2公里
的时速“行走”，无须训练。它被认为是未
来理想的个人交通工具。

可自动伸缩的皮带

这款腰带由法国Emiota公司生产，它
可以通过无线网与手机app同步，随时记
录腰围并根据需要调节松紧。腰带上安
装了传感器，坐下时，腰带会自动稍稍松
开，给人更多“呼吸空间”；站起来时，腰带
会自动勒紧。

据介绍，在日后的新一代商品中，还
会加入更多智能的传感器，实现例如收集
日常腰围变化数据等奇特的功能。

防止溢奶的智能奶瓶

这款智能奶瓶来自法国公司 Slow
Control，事实上是一个装备了测角仪的塑
料奶瓶外套，以测算最合适的倾斜角度来
减少气泡，防止宝宝溢奶。如果瓶子角度
过高或过低，GlGl瓶底的灯会红闪;在合适
的角度，灯则变绿。

这款奶瓶计划今秋出售，价格为 100
欧元，约119美元。

魔法戒指

这款由日本公司出品的戒指是一款
可佩带在手指上的操控装置，有金属材质
与塑料材质两款可选。戴着它，只要手指
在空中轻轻挥舞即可播放音乐、拍摄照
片、遥控家电等等，最高支持23种手势，会
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巫师一般神奇。

这款戒指售价270美元，要在2015年
3 月以 269.99 美元的价格重磅推出，但目
前已经预售一空。

漂浮蓝牙扬声器

这款可以离开底座漂浮在空中的蓝
牙扬声器在展会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多的
关注，并在本届 CES 展会上荣获创新奖。
除了令你的朋友入迷或者让你的宠物生
气之外，这款小巧的扬声器也可以贴在你
的冰箱上面。

不过话说回来，这款产品更适合做一
个吸引眼球的玩意而不是必需品。

能做饼干的3D打印机

本质上来说，它是一款3D打印机，但
和普通 3D 打印机将塑料打印成模型不
同，这台打印机能够将配料变成半成品的
食物。

用户可以从机器的触摸显示屏上直接
选择食物形状，也可以从网上下载或导入
他们在USB内保存的设计。配料可以是巧
克力、生面团或是其他固体物品。目前打
印出来的都是饼干或蛋糕装饰物。不过你
必须先烘焙这些打印物才可以食用。

智能

可随意试装的“魔镜”。人只要
站在这款镜子前，就能看到自己穿上
不同服装的样子。

Edyn是一个智能园艺系统，能够对环境
持续监测，评估土壤状态，对何时种植、灌溉和
施肥进行建议,最大化植物健康状态。

这款智能足球配备了集成传感器，能够检
测速度、转速、飞行路径和冲击点。数据通过蓝
牙智能传送，能够以高度可视状态显示。

2015美国CES电子消费展

① 大众高尔夫互联概念车可以连接
乘客的苹果和安卓手机，以操控屏幕。

②大众纯电动车的无线充电停车位，
充电6小时，可行驶144公里。

③外形犹如子弹的奔驰混合动力全自
动驾驶概念车。

④天合汽车用透明轿车模型展示主动
和被动安全防护技术。

⑤福特SYNC 3车载互联系统提高了
触控的灵敏度和语音指令传达的通畅性。

⑤⑤

②②

③③

本届展会上展出的世界首款完全无
线耳机，提供无障碍移动、最大化舒适度
以及惊人的音质，同时还具备移动追踪和
捕获关键生理数据的能力。

①①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