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倍受消费电子、影音、智能等行

业瞩目的 CES2015 大展于美国当

地时间 1 月 6 日-9 日在拉斯维加

斯盛大举行。作为 CES的重要内容

之一，CES Innovations 创新大奖备

受关注，它包含移动设备、电脑、穿

戴设备、汽车电子、打印、游戏、健

康、家庭影音、无线网络等 28 个领

域。这些产品代表了 CES“前瞻创新和用户体验”的核心精神，也

是让业界瞩目乃至效仿的对象。获得最佳创新大奖的产品有：

adidas Smart Ball 这只足球的特点是内置了传感器，在

球移动的时候会开启数据追踪，通过算法将这些数据整合到

一起，并确认踢中球的位置以及速度、轨迹等。随后这些信息

将通过球内的蓝牙发送到适配的 iOS 应用中，训练者便能在

手机上看到所有的数据信息。

AIR2 悬浮蓝牙扬声器，开创了扬声器设计的先河，许多

厂商争相模仿。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扬声器的声音效果也非

常不错。

Edyn Garden Sensor and Water Valve Edyn 是一个

园艺智能系统，可以监控和跟踪环境的变化，根据植物的不

同进行浇水施肥，以保护植物健康。该系统包括 Edyn 传感

器、水阀和 Edyn 应用程序。

Fuel3D Scanner Fuel 3D 打印机是一个手持式三维扫

描系统，代表了 3D 打印机家用化的进程。其可提供高分辨率

的三维形状和色彩捕捉一系列的创造性应用。

iCam HD Pro iCam HD Pro 是一个创新的家庭安防摄

像头，拥有全高清视频、对象跟踪、360毅旋转的特点，让用户可

以完全控制家里的任何地方。

iHealth Align iHealth Align 是一款智能医疗设备，可以

直接塞到你的智能手机的耳机插孔，并在电话屏幕上使用移

动应用，提供最方便的糖尿病医疗管理。

Z-Air Z-Air 是一款多功能 LED 灯，集成空气净化的功

能，并具有简易安装以及智能自动化的使用和操作的特点。

NightHawk NightHawk 是一款性能十分强劲的半开放

式耳机，拥有诸多专利发明。

Noke Noke 是首款带有蓝牙功能的挂锁，可通过 noke
应用程序来保护你的个人财产安全。

Parrot RNB6 Parrot RNB6 拥有导航和驾驶辅助、汽车

互联网、先进的音频播放器等功能，是一款十分强大的车载娱

乐系统，增强用户的驾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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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ware suite：智能眼镜上一个

先进的应用软件，可以帮助用

户进行复杂的运动数据分析。

Qualcomm WiPower：一

款创新的便携式电源，支持无

线充电功能，可为用户的移动设备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Samsung Galaxy Note Edge 是三星近期推出的一款手

机新品，以其独特的曲面侧屏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Snap 这是一款可用于室内或室外的 LED 灯，并集成 720
p 高清 IP 摄像机、麦克风和扬声器的功

能，并支持云记录/回放、面部识别。

Sony 琢7S Full Frame Mirrorless
Camera 索尼 琢7S 4K 相机搭载了有效

像素约 1220 万的全画幅 Exmor CMOS
传感器，并具备出色的高感光技术，其

感光度范围可达 ISO100-102400（可扩展至 ISO 409600），ISO
409600 的感光度其实已经超出了人眼的范围，也就是说在人

眼都看不清楚的弱光环境下，它也可以拍摄清晰明亮的照片。

Sproutling Baby Monitor 婴儿监视器也是今年众多可

穿戴产品当中的佼佼者，通过 APP，可以帮助用户感知和预测

宝宝的睡眠模式和最佳睡眠环境。

Swiftpoint GT ：一个非常小巧便捷，且结合了自然触摸手

势的蓝牙鼠标。它提供两种操作模式：点和点击模式（与普通鼠

标相同），和触摸手势模式（通过倾斜鼠标使鼠标倾斜面的小突

起来感应滑动甩尾等的手指动作）。让你既能享受真正自然的触

摸手势，而又无需端起屏幕或伸手去操作。

The Dash作为一款主打智能的蓝牙耳机，The Dash 在运

动追踪上同样做足了功课。通过内部一系列传感器并配合手

机端应用软件，这款耳机可

以显示佩戴者的运动情况，

以及心率、氧饱和度、体温和

热量消耗在内的多种数据，

让运动爱好者可以及时了解

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The Eye Tribe Tracker：一款眼球操作工具。只需要看着

屏幕，该设备就会根据你的视线进行校准，校准完成后，操作界

面会出现一个应用选择栏，应用会随着你视线的移动自动滑

动；当目光停留在一个应用上时，它就会呈现高亮状态，只要用

手指轻敲屏幕任意地方表示确认，这个应用就会打开；在应用

里同样也能实现眼球操控，比如地图导航、网页浏览等。

Venue 8 7000 Series 作为首个搭载英特尔 RealSense 技

术的平板电脑，它拥有 3 颗后置摄像头，在

使用 800 万像素主摄像头拍摄时，2 颗后

置的副摄像头能够同时工作，辅助进行对

焦点变换和类似光圈调节等操作。3 颗摄

像头的另一用处在于能够进行 3D 距离测

算，用户选择照片中任意两个点，之间的实

际长度都能够直接测算出来。

Whirlpool HybridCare clothes dryer with Hybrid Heat
Pump technology 这款采用混合热泵技术的惠而浦品牌 Hy原
bridCare 干衣机可以在转动的同时产生能量，以减少能源消

耗，也是今年智能家居当中的亮点之一。

ZUtA Pocket Printer 这款 Zuta 口袋打印机外形像水滴

形小盒子，十分小巧，可随身携带使用。其基于 Arduino 开源

电子平台，可方便地写入软件，机身底部设置滚轮式打印头，

能在 45 秒内打满一张 A4 大小的纸。据称，今后 Zuta 将为该

打印机添加彩色打印功能，支持更多材料。

殷上海 徐惠民

HiVi惠威M808A与MS-1
作为全球顶级的音响制造商，HiVi 惠威已

经连续 19次参展 CES 大展。作为来自中国的

音响领导品牌，创立于 1991 年的惠威凭借着

专业的电声研发技术以及不断科技创新的精

神，惠威每年在 CES 展会上都备受欢迎和瞩

目。在这十几年中，惠威更是一共斩获了 15 次

CES 各类大奖，其中最具含金量的当属 2003
和 2005 年两度夺得的 BEST OF CES 顶级音

响冠军组大奖，使惠威成为世界上唯一两次夺

得 CES 顶级音响冠军组大奖的音响企业，也是

世界上获得 CES 奖项最多的企业之一。

新款惠威 M808A 体采用结实昂贵的胡桃

木原木制造，流线型的箱体配合黑色哑光面板，

加上哑光铝合金装圈使音箱格外精美，更易与

家居环境搭配。单元采用四路倒相式设计，超高

音为 HiVi顶级等磁场带式超高音，频率响应直

达 40kHz，高音为 25mm 金属球顶高音，金属

球顶高音搭配等磁场带式超高音提升了高频上

限和解析力，输出高声压低失真的高频。

除了传统的家庭影院产品和多媒体有源音

箱的集体亮相，另外一件神秘新品的亮相成为

了本次惠威展厅乃至整个 CES 展会上的一大

关注焦点。如梦幻外星科技般的造型引起了参

展观众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这个有着外星科技一般造型的产品其实是

惠威设计制造的无线 Wi-Fi一体化顶级音乐系

统 MS-1，时尚现代的外观设计，支持 WiFi、蓝
牙和线路输入，专门为新一代各类上网设备如

手机、Pad、Tablet PC、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以及传统各类音源而设计。

上部椭圆形部分是一个全金属材质箱体，

简约的箱体下暗藏一体化的专业级有源立体声

扬声器系统，每一路为两路四阶倒相式扬声器

系统，4 英寸低音扬声器和 20mm 金属球顶高

音，配备专业级电子分频滤波器，通过优化的声

学设计和有限元计算机分析设计的箱体，保证

轴向和非轴向有着平滑的频率响应。频率响应

范围达到 60Hz-20kHz（依2.5dB,freespace)，
高达 90 瓦的功率输出最大声压高达 105dB/1
米，轻松应对更大的家居环境。

而MS-1底部带着悬浮效果的球体里面，则

配备 10英寸有源超低音系统，高品质高品质纸浆

和 Kevlar防弹布纤维混合制成的振膜具有极高

的硬度和内阻尼特性，能承受大声压对振膜产生

的压力，降低失真和振膜分割振动。配备内置

150W功率放大器，有源超低音设计的工作范围为

25Hz-60Hz，工作频段刚好和 2.0声道完美衔接。

魅动音响新产品咔哟

魅动在今年的 CES 上带来了新款的 WiFi
音响和新款无线低音炮产品。其中，咔哟 Mag原
ic II 凭借家居及便携两用的特点、吸引到了大

批观展人的眼球。咔哟 Magic II 蓝牙音响是一

款号称颠覆传统的中高端音响产品，它融合了

便携音响与家庭影音系统。平时外出可以携带

便携无线音响来作为外放使用，在家可以利用

低音炮来实现家庭影音系统。

AfterShokz新品耳机

在每年的电子产品盛事 CES 中，各大品牌

都会使出浑身解数

展示自己最具特色、

实力的产品，而著名

耳 机 品 牌 After原
Shokz 在本届展会中

则 放 出 了 旗 下

BLUEZ 2、SPORTZ M3 等等骨传导耳机新品

怒抢风头。

飞利浦 BT2200音箱

飞利浦 BT2200 是飞利浦蓝牙音箱系列产

品的又一款 CES 2015 获奖产品，该款产品具

备防水能力，结构极其坚固，无论您在何处探

险，无论什么样的气候条件，它都是您的最佳旅

途良伴。

飞利浦 BT2200 最大的特点具有防水设

计，类似手榴弹的外形也是其充埋户外设备的

气息，BT2200 防水级别为 IPX6，防水外壳能够

耐受外界气候影响，其独特的设计使其可以真

正浮在水面之上。

输出功率(RMS)为 2.8W，拥有蓝牙 4.0 技

术，带来流畅的无线音乐播放能力，还提供了音

频输入接口，可用于连接其它设备。接口均有橡

胶盖密封。内置话筒可以同时作为扬声器音箱

使用，实现免提通话；可充电电池足够为其提供

5 小时的音乐播放时间，还提供了音频输入接

口，可用于连接其它设备。

魔声耳机 &音箱

全球领先的高品质耳机制造商魔声 Mon原
ster 携旗下新款 N-TUNE 灵动系列耳机、三叶

草潮流防水系列耳机、24K 系列 DJ 耳机、DNA

系列耳机以及 isport 运动耳塞等等广受欢迎的

产品参展。魔声展厅内充满潮流元素，多款时尚

耳机引今届 CES 型人风尚。

当然除了耳机外，魔声还展出了全新的

SOUNDSTAGE 系列高端音箱，彰显出独特品

味格调。

耳神 ER012酒鬼、ER152魔枕

国内著名多媒体音箱品牌耳神 EARSON
积极参与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不

论是像 TOWER SPEAKER、ER628 和 ER2536
拉杆音箱等大型高端产品，而且娇小可爱的

ER012 酒鬼、ER152 魔枕等外观非常有特色的

小型音箱等，涵盖大中小，各系列层次产品纷纷

展出，以好音质发声响亮 CES 2015。

漫步者移动音响

移动智能设备的流行使各种无线音箱日渐受

到消费者重视。除了音质以外，外观时尚、携带方便

等等也是用户们需要考虑

的因素。这次 CES2015
展会，国内知名音频厂商

漫步者带来了多款符合以

上需求的无线音箱产品。

漫步者 M6 蓝牙音箱、漫

步者M7蓝牙音箱、漫步

者Q3Wi-Fi音箱、内置QQ音乐播放、漫步者“月

食”蓝牙音箱、漫步者“万花筒”蓝牙音箱、漫步者

Orb口袋音箱等。 殷四川 辛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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